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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司法拍卖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 10 时至 2019 年 10 月 18 日 10 时止（延时

除外）在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淘宝网司法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

的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别桥镇工业园

区1号房地产（含无证房产、不可移动装修、附着物等）及 73 台机器

设备。

1.别桥镇工业园区1号房地产西厂区，房产、土地规模与用途：

名称 权属证号 幢号 用途 面积（㎡）

房产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85506 号 1 车间 12202.79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92830 号 2 厂房 3148.26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92831 号 3 厂房 9895.10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92827 号 4 办公 859.67

溧房权证溧阳字第 1558850 号 5 仓库 1090.68

溧房权证溧阳字第 1558848 号 6 车间 453.50

无证 7 仓库 260.00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100681

号 8 配电间
325.94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100682

号 9 其他
45.05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100683

号 10 门卫
43.46

无证 11 车间 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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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 12 车间 1321.30

无证 13 车间 478.73

无证 14 其他 125.55

无证 15 其他 125.55

无证 16 其他 700.20

无证 17 其他 367.72

无证 18 其他 507.35

无证 19 卫生间 43.20

无证 20 仓库 30.25

无证 21 配电间 124.89

无证 22 锅炉房 78.75

无证 23 卫生间 47.60

无证 24 仓库 39.80

小计 -- -- -- 33143.34

土地

溧国用（2010）第 10054 号 -- 工业 4,512.00

溧国用（2012）第 12837 号 -- 工业 20,478.00

溧国用（2012）第 12838 号 -- 工业 3,453.40

溧国用（2012）第 10055 号 -- 工业 21,438.00

小计 -- -- -- 49,881.40

2. 别桥镇工业园区1号房地产东厂区，房产、土地规模与用途：

名称 权属证号 幢号 用途 面积（㎡）

房

产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92828号 1 宿舍 2137.91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92829号 2 宿舍 2406.09

溧房权证溧阳字第 158849号 3 办公 3841.63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100684号 4 门卫 42.54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100685号 5 车库 89.25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100686号 6 车库 149.48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100687号 7 门卫 64.8

溧房权证别桥镇字第 100688号 8 门卫 31.6

小计 -- -- -- 8763.3

土

地

溧国用（2010)第 10049号 -- 工业 3544.00

溧国用（2010)第 10052号 -- 工业 10,808.00

溧国用（2010)第 10053号 -- 工业 5,796.00

溧国用（2012)第 12836号 -- 工业 3,475.60
溧国用（2010)第 13202号 -- 工业 10,390.00

小计 34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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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性质：国有出让土地；土地用途：工业用地。起拍价

41,440,000元，参与拍卖保证金 8,000,000 元,增价幅度 20,000 元。

董事会授权范锋按照拍卖规定缴纳保证金8,000,000 元。本次参与

司法拍卖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9 年 10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司法拍卖》的议案。表

决结果为：同意票为 6 票、弃权票为 0 票、反对票为 0 票。根据

《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三、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由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处置拍卖。交易对手方与

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关系。

四、拍卖标的概况

拍卖标的位于江苏省常州市溧阳市别桥镇工业园区1号房地产（含

无证房产、不可移动装修、附着物等）及 73 台机器设备。有证房屋建

筑面积：36827.75㎡；无证房屋建筑面积共计：5078.89 ㎡；土地性质：

国有出让土地；土地用途：工业用地。标的物转让登记手续由买受人

自行办理，交易过程中产生税费按照税法规定各自缴纳相应的税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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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交易定价

本次拍卖标的由江苏省溧阳市人民法院处置拍卖，公司以竞价

方式购买上述资产，交易价格根据最终竞价结果而定。

六、本次司法拍卖结果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此次司法拍卖中竞拍成功，拍卖行为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苏州飞驰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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