
 

证券代码：000881 证券简称：中广核技 公告编号：2019-002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方变更部分瑕疵房产承

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

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广核核技术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解决瑕疵房屋建筑物权属证书

承诺的议案》，同意原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核材”）的

股东（高新核材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持有中广核三角洲（江苏）塑化有限公

司、中广核三角洲（苏州）高聚物有限公司 100%股权）、原中广核中科海维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海维”，中科海维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的股东

对于尚未履行完毕的瑕疵房产承诺履行期限延长 24 个月，并变更部分履约方式，

变更承诺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公司公告如下： 

一、原承诺内容及履行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产中存在部分土地和房产未取得

权属证书情形，涉及的主体有中广核三角洲（江苏）塑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

苏塑化”）、中广核三角洲（苏州）高聚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高聚物”）、

中广核中科海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海维”）、安徽达胜辐照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达胜”）等。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置入资产的股东方签署了《瑕疵用地承担兜底责任的承诺函》，承诺自重组完成

之日起的 24 个月内，承诺方将协助公司通过补办权属证书、拆除等合理合法的

方式积极妥善处理瑕疵问题。该项承诺将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到期，四家公司的

瑕疵房产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单位 建筑物名称 
建筑面积

（平方米） 

账面价值（2018 年

11 月 30 日）（元） 

占对应使用单

位 2017 年 12

月 31 日净资

当前状态 



 

产的比例 

1 

安徽达胜 

门卫室 44 72,641.76 0.32% 
已办理权属证

书 

2 配电房 20 50,409.52 0.22% 
已办理权属证

书 

3 厕所 42  0 0.00% 已拆除（注） 

4 

江苏塑化 

称色间 90 19,172.96 0.02% 

尚未取得权属

证书 

5 包装袋车间 589 516,520.93 0.44% 

6 

办公区扩建

(营销部和二

楼） 

119 113,780.49 0.10% 

7 

苏州高聚

物 

2#车间 760 578,238.10 1.03% 

尚未取得权属

证书 

8 门卫 48 26,861.37 0.05% 

9 配电房 177 111,154.69 0.20% 

10 浴室 14 5,960.51 0.01% 

11 用地 1,300 0 0.00% 
已办理了土地

租赁手续 

12 
中科海维 

氢炉车间 140 735,569.01 0.64% 尚未取得权属

证书 13 清洗间 20 92,408.24 0.08% 

注：安徽达胜的上述厕所已经拆除，拟在承诺到期前，协商通过原股东补偿原评估值和

相关拆迁费用等方式履行原承诺，不涉及承诺变更。 

二、原承诺变更原因 

因历史遗留问题、建造年份久远等原因，部分房产瑕疵问题解决所涉及的审

批流程较为复杂，审批手续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协调及办理相关事宜耗时较长，

并且，部分瑕疵房产所在地的土地整体规划也发生了变化。由于上述外部因素的

影响，无法于原承诺期限内完成上述承诺事项。 

三、变更后的承诺 

（一）江苏塑化（承诺人为高新核材原股东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魏建良、魏兰、刘恒、丁建宏、单永东、张定乐、

吴凤亚、林海光、陆惠岐、苏忠兴、王珏） 

变更前： 

1、在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的 24 个月内，承诺人将协助公司通过补办权属证

书、拆除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积极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2、若未来由于上述三

处房产瑕疵导致公司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补缴款、

拆除费用、搬迁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的，承诺人将按照其在公司所占的直接



 

和间接权益比例，以承担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予以全额承担和补偿，确保公司不

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3、本承诺函自承诺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具有不可撤

销的效力。 

变更后： 

1、自原承诺函期限届满之日起的 24 个月内，承诺人将协助公司通过置换或

出让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积极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2、若未来由于上述三处房

产瑕疵导致公司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补缴款、拆

除费用、搬迁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的，承诺人将按照本次重组前其在公司所

占的直接和间接权益比例，以承担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予以全额承担和补偿，确

保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3、本承诺函具有不可撤销的效力。 

（二）苏州高聚物瑕疵房产（承诺人为高新核材原股东中广核核技术应用

有限公司、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魏建良、魏兰、刘恒、丁建宏、单永东、

张定乐、吴凤亚、林海光、陆惠岐、苏忠兴、王珏） 

变更前： 

1、在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的 24 个月内，承诺人将协助公司通过补办权属证

书、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拆除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积极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

2、若未来由于上述四处房产瑕疵导致公司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罚款、补缴款、搬迁费用、拆除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的，承诺人将

按照其在公司所占的直接和间接权益比例，以承担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予以全额

承担和补偿，确保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3、本承诺函自承诺人签署

之日起生效，具有不可撤销的效力。 

变更后： 

1、自原承诺函期限届满之日起的 24 个月内，承诺人将协助公司通过置换或

出让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积极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2、若未来由于上述四处房

产瑕疵导致公司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补缴款、拆

除费用、搬迁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的，承诺人将按照本次重组前其在公司所

占的直接和间接权益比例，以承担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予以全额承担和补偿，确

保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3、本承诺函具有不可撤销的效力。 

（三）中科海维瑕疵房产（承诺人为中科海维原股东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

限公司、科维（南通）机械有限公司、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南通南京



 

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刘斌、肖林、施卫国、

刘永好、张宇田、李德明、明亮） 

变更前： 

1、在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的 24 个月内，承诺人将协助公司通过补办权属证

书、拆除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积极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2、若未来由于上述两

处房产瑕疵导致中科海维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赔

偿款、补缴款、违约金、拆除费用、搬迁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的，承诺人将

按照其在中科海维的权益比例，以承担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予以全额承担和补

偿，确保中科海维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3、本承诺函自承诺人签署之日

起生效，具有不可撤销的效力。 

变更后： 

1、自原承诺函期限届满之日起的 24 个月内，承诺人将协助公司通过补办权

属证书、拆除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积极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2、若未来由于上

述两处房产瑕疵导致中科海维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

款、赔偿款、补缴款、违约金、拆除费用、搬迁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的，承

诺人将按照本次重组前其在中科海维的权益比例，以承担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予

以全额承担和补偿，确保中科海维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3、本承诺函具

有不可撤销的效力。 

四、变更后承诺的可实现性 

1、江苏塑化与苏州高聚物计划于 2019 年内搬迁入太仓产业园，目前江苏塑

化与苏州高聚物已与政府进行了初步协商，拟以置换或出让方式处置瑕疵房产。 

2、中科海维目前正在建设 DZ 加速器调试平台项目，办理房屋产权证过程

中同样会涉及上述一系列手续，中科海维计划将该两处瑕疵房产房屋产权证与其

一并办理。 

若变更后的承诺期限届满时，江苏塑化、苏州高聚物、中科海维仍未妥善处

理上述瑕疵问题，公司将责令原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

核材”）的股东、原中广核中科海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海维”）

的股东依据《承诺函》承担和补偿瑕疵房产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五、独立董事意见 

变更承诺履行期限及履约方式，是基于目前瑕疵资产的客观状况，有利于切



 

实解决产权瑕疵问题，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变更承诺履行期限的

审议、决策程序以及决议内容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1、变更承诺履行期限及履约方式，是基于目前瑕疵资产的客观状况，变更

承诺将有利于切实解决产权瑕疵问题，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2、

公司变更承诺履行期限的审议、决策程序以及决议内容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4、同意将《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解决瑕疵房屋建筑物权属证

书承诺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各股东签署的关于延长瑕疵房产承担兜底责任期限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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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后：
	1、自原承诺函期限届满之日起的24个月内，承诺人将协助公司通过置换或出让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积极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2、若未来由于上述四处房产瑕疵导致公司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补缴款、拆除费用、搬迁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的，承诺人将按照本次重组前其在公司所占的直接和间接权益比例，以承担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予以全额承担和补偿，确保公司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3、本承诺函具有不可撤销的效力。
	（三）中科海维瑕疵房产（承诺人为中科海维原股东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科维（南通）机械有限公司、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刘斌、肖林、施卫国、刘永好、张宇田、李德明、明亮）
	变更前：
	1、在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的24个月内，承诺人将协助公司通过补办权属证书、拆除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积极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2、若未来由于上述两处房产瑕疵导致中科海维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赔偿款、补缴款、违约金、拆除费用、搬迁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的，承诺人将按照其在中科海维的权益比例，以承担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予以全额承担和补偿，确保中科海维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3、本承诺函自承诺人签署之日起生效，具有不可撤销的效力。
	变更后：
	1、自原承诺函期限届满之日起的24个月内，承诺人将协助公司通过补办权属证书、拆除等合理合法的方式积极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2、若未来由于上述两处房产瑕疵导致中科海维产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包括但不限于罚款、赔偿款、补缴款、违约金、拆除费用、搬迁费用、停工停产损失等）的，承诺人将按照本次重组前其在中科海维的权益比例，以承担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予以全额承担和补偿，确保中科海维不会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3、本承诺函具有不可撤销的效力。
	四、变更后承诺的可实现性
	1、江苏塑化与苏州高聚物计划于2019年内搬迁入太仓产业园，目前江苏塑化与苏州高聚物已与政府进行了初步协商，拟以置换或出让方式处置瑕疵房产。
	2、中科海维目前正在建设DZ加速器调试平台项目，办理房屋产权证过程中同样会涉及上述一系列手续，中科海维计划将该两处瑕疵房产房屋产权证与其一并办理。
	若变更后的承诺期限届满时，江苏塑化、苏州高聚物、中科海维仍未妥善处理上述瑕疵问题，公司将责令原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核材”）的股东、原中广核中科海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海维”）的股东依据《承诺函》承担和补偿瑕疵房产产生的任何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
	五、独立董事意见
	变更承诺履行期限及履约方式，是基于目前瑕疵资产的客观状况，有利于切实解决产权瑕疵问题，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变更承诺履行期限的审议、决策程序以及决议内容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监事会意见
	1、变更承诺履行期限及履约方式，是基于目前瑕疵资产的客观状况，变更承诺将有利于切实解决产权瑕疵问题，有利于保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权益。2、公司变更承诺履行期限的审议、决策程序以及决议内容均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3、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4、同意将《关于变更重大资产重组解决瑕疵房屋建筑物权属证书承诺的议案》提...
	七、备查文件
	各股东签署的关于延长瑕疵房产承担兜底责任期限的承诺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