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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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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公司与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两湖开发建设有限公

司、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办事处就公司拥有的中国轻纺城鞋革批发城

房屋及西侧临时建筑拆迁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并以现金

203,630,881元作为拆迁补偿。 

历史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没有进行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 

 

2018年 9月 20日下午，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轻纺城股份公司或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拆迁人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两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两湖开发）、受委托人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办事处（以下

简称：柯桥街道）就公司拥有的中国轻纺城鞋革批发城房屋及西侧临时

建筑拆迁签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以下简称：《补偿协议》），并

以现金 203,630,881元作为本次房屋拆迁补偿。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公司所属中国轻纺城鞋革批发城房屋及西侧临时建筑建于九十年

代初期，房屋陈旧、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根据绍柯拆任[2018]17 号任

务书，决定对其实施拆迁。2018年 9月 20日公司与两湖开发、柯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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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了《补偿协议》，本次拆迁房屋以货币方式补偿，共计 203,630,881

元。 

鉴于两湖开发公司母公司绍兴市柯桥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与轻纺城股份公司大股东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

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524,450,759 股，持股比例 35.78%）

同为绍兴市柯桥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之间交易类

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是未达到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企业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两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绍兴市柯桥区群贤路 2069 号建设大厦四

楼。 

4、法定代表人：张伟英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 

6、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基础工程；对外实业投资。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企业资产经营情况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两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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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日，资产总计 862,160.21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117,621.00万元，

主营业务收入 9,882.56万元，实现净利润-568.94万元。 

三、被拆迁标的情况 

公司所属中国轻纺城鞋革批发城房屋及西侧临时建筑，土地证号为

绍兴县国用[2000]字第 3-110号，土地面积 18,545平方米，证载土地使

用权人为：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开发总公司，土地性质为国有出让，用

途为商业。其中：中国轻纺城鞋革批发城建筑面积 12,471.03 平方米，

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临时建筑（服装市场）15,313.94平方米，其他建

筑 352.56平方米。 

1、权属情况说明 

2003 年 9 月，公司 200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浙江

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绍兴精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拥

有的部分资产的提案》，同意公司购买绍兴精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精工房产公司）拥有的中国轻纺城服装市场资产（包括华能商

城、中国轻纺城鞋革批发城房屋及西侧临时建筑）。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对所涉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书》[2003]第 130

号。评估报告书对可能影响评估工作的重大事项说明中对资产权属进行

如下说明： 

（1）精工房产公司开发的鞋革城项目所取得的《国有土地使用证》

的土地使用者仍为项目报建单位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开发总公司（系柯

桥开发委下属非法人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开发总公司），精工房产公司

已于 1999年 1月协议收购了该公司在购物中心（鞋革城项目）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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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为精工房产公司独家投资建设。另外，精工房产公司由于种种原

因，尚未办理鞋革城项目的房屋所有权证，但在建设过程中已取得《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手续合法。 

（2）精工房产公司在服装市场项目中建设的轻钢结构简易房屋，精

工房产未能提供有关建设部门的建设许可批复和其他产权证明，从精工

房产公司提供的有关财务资料看，系由精工房产公司建造并拥有。 

中国轻纺城鞋革批发城房屋即上述鞋革城项目房屋，西侧临时建筑

即上述轻钢结构简易房屋。截止本议案提交日，上述土地使用权证一直

未办理使用人变更手续，房屋建筑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2、被拆迁标的账面情况（截止 2018年 7月 31日，未经审计） 

单位：元 

四、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及评估情况 

（一）关联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 

本次房屋拆迁聘请专业房屋评估机构浙江经纬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和浙江经纬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分别对拟拆迁房屋和临时建

筑进行评估，并分别出具了浙经纬【2018】房拆字第 25号和《房屋征收

名称 原值 累计折旧 净值 

鞋革批发城房屋 16,374,701.00 10,709,302.34 5,665,398.66 

鞋革批发城土地使用权 69,432,500.00 34,282,965.49 35,149,534.51 

鞋革批发城室内装潢 722,556.00 700,879.32 21,676.68 

设施设备 6,332,047.00 6,142,085.59 189,961.41 

小计 92,861,804.00 51,835,232.74 41,026,57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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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报告》（浙经纬【2018】房拆字第 24号），并以评估价值为基础结合

相关拆迁政策确定本次房屋拆迁补偿金额。 

（二）评估情况 

价值时点：2018年 8月 10日 

估价原则：本次估价遵循的房地产估价原则为：独立、客观、公正

原则；合法原则；价值时点原则；替代原则；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估价方法：估价方法是对照绍柯拆【2018】1 号文《绍兴市柯桥区

城中村改造和征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布绍兴市柯桥区（2018 年

度）征收房屋价格评估标准、安置房相关价格标准及附属物、临建、杂

项评估标准的通知》规定的征收房屋的货币补偿基准价结合区位系数、

重置价结合成新进行评估。 

1、鞋革批发城房屋评估 

（1）评估机构：浙江经纬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房地产估价机构资

质等级：国家一级 

（2）评估对象： 

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上谢桥村、中梅村瓜渚湖南岸，土地使

用者为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开发总公司，土地使用面积 18,545平方米，

建筑面积 12,471.03平方米予以确权;建筑面积 352.6平方米按临时建筑

补偿，共计 7幢，其中钢混 1幢，其余为简易结构。 

（3）估价结果 

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采用合理的估价方法，经过测算，

结合估价经验与对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因素分析，在报告中已说明的一



轻纺城房屋签订拆迁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6 

般假设条件与限制条件下，经过测算并结合估价经验，得出如下结果： 

序号 项目 面积（平方米） 价格（元） 

1 国有土地及建筑物 12,471.03 163,148,578 

2 临时建筑 352.56 21,154 

3 附属物、杂项 0 177,854 

合计  12,823.59 163,347,586 

2、临时建筑 

（1）评估机构：浙江经纬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房地产

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国家一级 

（2）评估对象： 

位于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上谢桥村、中梅村瓜渚湖南岸，临时建

筑面积 15313.94平方米，按净值补偿。共计 1幢房屋（钢结构）。 

（3）估价结果 

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在分析现有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测

算，结合估价经验与对影响房地产市场价格因素的分析，在报告说明的

一般假设条件和限制条件下，经过测算并结合估价经验，得出如下结果。 

序号 
房屋重置价 

（元/平方米） 
成新率 

评估单价 

（元/平方米） 

建筑面积 

（平方米） 

成新价金

额（元） 

1 708.39 0.87 616.3 15,313.94 9，437,981 

合计    15,313.94 9，43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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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一）当事人 

拆迁人（甲方）：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两湖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实施人（受委托方）：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办事处       

被拆迁人（乙方）：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拆迁房屋补偿情况 

按相关拆迁政策及中介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书对乙方拆迁房屋

作如下补偿： 

1、房屋补偿款：计 179,463,438元 

（1）房屋主体补偿款（含土地）：163,148,580元 

（2）非住宅货币补偿 10%补贴：163,148,580×10%＝16,314,858元 

2、房屋装修补偿款：5,450,401元 

3、停产停业、临时安置、搬迁费、提前搬迁奖等各类补助费用补偿：

计 4,489,571元 

4、服装市场（临时建筑）补偿款（按评估净值价补偿）：9,437,981

元 

5、其他建筑补偿款：21,150元 

6、附属物补偿款：177,900元 

7、土地补偿款：4,590,440元 

土地补偿款说明：因原鞋革城实际建造面积小于规划批准面积。 

上述房屋拆迁补偿款总额为 203,630,881元。 

（三）房屋拆迁补偿款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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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议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甲方支付房屋拆迁补偿款

101,800,000.00元，余款（计 101,830,881.00元）在房屋拆除后在 2018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给乙方,以上补偿款由甲方支付给受托方,再由受托

方支付给乙方。在付款前乙方须向甲方提供土地证。乙方对提供资料的

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法律责任。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中国轻纺城鞋革批发城因消防问题已于 2018年 8月 3日关停，

现处于闲置状态，本次拆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经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因上述拆迁补偿公司将获得税后收益

约 11,800 万元，拆迁补偿收益计入公司 2018 年度资产处置收益，将对

公司本年度业绩及现金流带来积极影响，具体金额以公司经审计确认的

数据为准。  

七、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下午在创意大厦

19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8 名，董事金力因公出

差在外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其全权委托董事王建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葛梅荣先生主持，经董事审议、表决后形成以下

决议： 

在关联董事葛梅荣、虞伟强、王征宇、张少宏回避表决的情况下，

会议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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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前独立董事已为该交易出具了事前认

可声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将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就

本次交易发表独立意见，认为董事会在履行关联表决程序时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该项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八、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意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4、《房屋征收估价报告》（浙经纬【2018】房拆字第 24号） 

5、《房屋征收估价报告》（浙经纬【2018】房拆字第 25号）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