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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4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披露了《关于收购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

有限公司 4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公告：临 2019-005），

现就有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交易标的股权变更情况的补充说明 

（一）交易标的原有股东出售 20%股权的情况 

因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云天化”）原

有股权比例为双方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

集团”）和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远通”）

各持有大地云天化 50%股权。为推进大地云天化股权多元化，提升其

治理水平和运营管理效率，进而强化大地云天化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大地云天化原股东双方达成合作意向书，向与双方股东均无关

联关系的同一受让方分别出售各自持有的 10%的股权。为此，公司控

股公司云天化集团 2018 年 12 月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出售大地云天化

10%股权，最终引入云南沃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加农

业”）作为该 10%股权的受让方，大地远通根据与云天化集团的合作

意向书，于 2018 年 12 月将其持有的 10%股权出售给沃加农业。 

由于大地云天化为公司委托云天化集团培养项目，为有效改善大

地云天化治理结构，提升其治理水平和运营管理效率，经 2018 年 12

月 27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放

弃对云天化集团 10%股权出售的优先认购权，但不放弃云天化集团持

有 40%股权的优先受让权（详见公司公告：临 2018-124）。 



 

以上交易完成后，大地云天化股权结构为：云天化集团、大地远

通各持有 40%股权，沃加农业持有 20%股权。 

（二）公司拟购买云天化集团持有的大地云天化 40%股权的情况 

大地云天化于 2017年实现盈利，并预计在 2018年度实现盈利（未

经审计），云天化集团就大地云天化预计实现连续两年盈利的情况通

知我公司。根据公司与云天化集团签订的代为培养协议约定，为优化

公司化肥产业布局，提升盈利能力，公司与云天化集团协商，拟收购

云天化集团持有的大地云天化 40%股权，相关事项于 2019 年 1 月 11

日，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拟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 

大地云天化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具备 60 万吨磷复肥生产能力，

公司受让其 40%股权，有利于优化公司在北方磷复肥主要市场的产能

布局，能有效节约单位磷复肥产品运输费用，提升公司磷复肥产品在

北方市场的产品竞争优势。且经过 2016 年至 2018年国内化肥产业的

全面调整，公司对大地云天化未来稳定盈利能力抱有信心，公司受让

并持有大地云天化 40%股权，可以充分发挥公司磷复肥生产管理和市

场运营优势，推进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提升。 

二、大地云天化 2018 年盈利预计的补充说明 

大地云天化 2017 年经审计净利润为 4,236.57 万元，2018 年未

经审计净利润为 11,772.24 万元，同比增长 7,535.67 万元。 

2017年至 2018年间，国内化肥市场逐步回暖，市场价格有所回

升，大地云天化产品综合价格（不含税）由 2,084 元/吨增加到 2,339

元/吨；大地云天化优化原料结构，硫酸供给水平提升，磷复肥产品

产销量由 2017 年的 47.5万吨增加到 2018 年的 62.1 万吨。同时受到

液氨和运费等上涨的影响，2018 年较 2017年经营成本总额预计上涨

3.93亿元。 

大地云天化 2018 年财务报告由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审计报告在 2019 年 4 月以前出具，预计经

审计的净利润与以上预计金额不会产生 10%以上的重大差异。 



 

因以上 2018年数据为未经审计数据，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关于大地云天化后期项目投入情况的补充说明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评估基准日，大地云天化委托培养项目所

有项目均已完成投资，并达标达产和转固，无影响大地云天化此次估

值结果和维持现有生产运营能力的重大后续项目投资。纳入评估的

398.64 万元在建工程，主要为后期零星技改工程项目。 

四、关于大地云天化土地使用权资产评估情况的补充说明 

本次评估对象为大地云天化拥有 5 宗国有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面积共 857,665.04 平方米（1,286.49 亩），账面价值

21,973,875.48元。 

（一）评估方法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及评估人员现场勘查、调查、收集的有关

资料，结合评估宗地的特点及评估目的分析，决定选用市场比较法对

待估宗地进行评估，其依据是： 

1.待估宗地为已开发工业土地，地上建有生产办公楼，生产车间，

仓库等配套设施，且宗地所在区域内无地上建筑物交易和出租案例，

无法确定地上建筑物售价和整体收益，故不宜选用假设开发法和收益

还原法进行评估； 

2.待估宗地未在赤峰市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内，故本次评估未采用

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进行评估； 

3.待估宗地所处区域土地位于政府新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开

发试验区，有一定招商引资优惠，成本逼近法不能体现宗地市场价值； 

4.待估宗地附近区域有类似土地在近几年来的市场成交案例，故

可以选取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 

（二）评估计算 

待估宗地一至宗地五位于同一片区，位置上相邻，为同一个项目

的工业用地，本次以待估宗地五做为案例进行测算。 

本次评估，选择了与估价对象在同一土地级别中相似区域且条件



 

类似的三个交易案例作为比较案例，其三个案例的分别为： 

案例一：内蒙古华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赤峰市资源型城市经济

转型开发试验区 GP2018-12 地块； 

案例二：赤峰蒙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赤峰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

型开发试验区 GP2018-13地块； 

案例三：赤峰博恩药业有限公司-赤峰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开

发试验区 GP2018-14 地块。 

待估宗地五比较因素条件说明表 

待估宗地及比较实例 
待估宗地五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比较因素 

位置 

赤峰市资源型城

市经济转型开发

试验区 

赤峰市资源型城

市经济转型开发

试验区GP2018-12

地块 

赤峰市资源型城

市经济转型开发

试验区GP2018-13

地块 

赤峰市资源型城

市经济转型开发

试验区

GP2018-14 地块 

交易价格（元/平方米） 待估 144.00  144.00  144.00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工业用地 

交易日期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2018 年 6 月 

交易情况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土地使用年限（年） 49.75  50 50 50 

区域因

素 

道路通达度 道路通达度较高 道路通达度较高 道路通达度较高 道路通达度较高 

基础设施完善

度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六通一平 

产业集聚度 

周边分布较多的

工业企业，聚集效

应较好 

周边分布较多的

工业企业，聚集效

应较好 

周边分布较多的

工业企业，聚集效

应较好 

周边分布较多的

工业企业，聚集效

应较好 

规划限制 规划为工业园区 规划为工业园区 规划为工业园区 规划为工业园区 

个别因

素 

对外交通条件 
二面临路，对外交

通条件较好 

一面临路，对外交

通条件一般 

一面临路，对外交

通条件一般 

一面临路，对外交

通条件一般 

宗地形状 

形状较规则，形状

对土地利用无不

良影响 

形状较规则，形状

对土地利用无不

良影响 

形状较规则，形状

对土地利用无不

良影响 

形状较规则，形状

对土地利用无不

良影响 

地质条件 无不良地质现象 无不良地质现象 无不良地质现象 无不良地质现象 

地势 
地形平坦，土地利

用充分 

地形平坦，土地利

用充分 

地形平坦，土地利

用充分 

地形平坦，土地利

用充分 

宗地面积（平

方米） 
62,504.00 66,630.72 40,774.38 33,334.59 

（三）估价结果 



 

根据以上计算，本次委估土地使用权估价结果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宗地编

号 

土地面积

（㎡） 
账面价值 

单位地价 

（元/㎡） 

评估价值 

（取整） 
评估增值 

增值率

（%） 

宗地一 187,461.24 

12,981,400.00 

143.67 26,932,600.00  

101,361,700.00 780.82 
宗地二 69,041.70 143.67 9,919,200.00  

宗地三 370,704.30 143.86 53,329,500.00  

宗地四 167,953.80 143.86 24,161,800.00  

宗地五 62,504.00 8,992,475.48 145.34 9,084,300.00 91,824.52 1.02 

合计 857,665.04 21,973,875.48  123,427,400.00 101,453,524.52 461.70 

注：其中宗地一至四为大地云天化 2015 年购入土地，宗地五为大地云天化 2018 年购

入土地，2015年至 2018年土地价格上涨较多，故宗地五增值率较低。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为 21,973,875.48 元，评估值为

123,427,400.00元，评估增值 101,453,524.52元，增值率 461.70%。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被评估单位入驻园区时有一定的招商引资优惠

政策，其土地取得成本较低，而近年来待估土地所在区域经济有一定发

展，土地周边环境改善，使得土地市场的价格持续上涨。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