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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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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湖南精力机械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精力机械”）签署《资产出售协议》，拟将位于益阳市资阳

区长春工业园接城堤村的一宗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附属设施和机器设备

出售给精力机械。本次交易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北京亚超评报字[2020]第 A255 号）中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1,895.17 万元为基

准，经双方协商达成的交易价格为人民币 1,890.00 万元，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管理层负责办理该资产处置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包括签署《资产出售

协议》、办理资产转让手续等与该资产转让相关的事项。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处置资产的议案》，该事项预期收益占公司上一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

润的 50%以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交易事项不需要其他审批，也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手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湖南精力机械有限公司 



2、主要股东：陈长庚持股 50%、刘仕宇持股 50%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00MA4RTTKY1Q 

4、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5、法定代表人：陈长庚 

6、成立日期：2020-11-05 

7、公司住所：湖南省益阳市资阳区长春经济开发区贺家中路 

8、经营范围：金属结构制造；建筑机械的制造及销售；冷作，热处理的加工；

机电设备、五金工具、金属材料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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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与公司的关联关系：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公司前十名

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0、交易对方的实际控制人陈长庚。 

11、交易对手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账面原值为 1,458.88 万元，账面净值为 756.24 万元，

评估值为 1,895.17 万元。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 

（一）标的资产概况  



1、国有土地使用权情况  

序 

号 

土地使用 

权证号 

使用权人 坐落 

面积 

（m
2
） 

用地

性质 
用途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1 
益国用（2012）

第 D00312 号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

有限公司 

资阳区长春工业园

接城堤村 
30850.79 出让 工业 2056 年 9 月 18 日 无 

上述土地使用权原始入账价值为 233.01 万元，账面净值为 166.99 万元，

于 2006 年 9月以出让方式获得。 

2、房屋建筑物所有权情况  

序

号 
不动产权证号 所有权人 建筑面积（m

2
） 坐落 用途 他项权利 

1 益房权证资阳字第 712007802 号 
湖南宇晶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 
1,552.04 

资阳区长春工业

园接城堤村 

生产用房 
无 

2 
益房权证资阳字第 712007798 号 湖南宇晶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 
2,131.64 

资阳区长春工业

园接城堤村 

生产用房 
无 

3 益房权证资阳字第 712007800 号 
湖南宇晶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 
2,131.64 

资阳区长春工业

园接城堤村 

生产用房 
无 

4 
益房权证资阳字第 712007803 号 湖南宇晶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 
2,131.64 

资阳区长春工业

园接城堤村 

生产用房 
无 

5 
益房权证资阳字第 712007804 号 湖南宇晶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 
2,131.64 

资阳区长春工业

园接城堤村 

生产用房 
无 

6 
湘（2018）益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15 号 

湖南宇晶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 
905.97 

资阳区长春工业

园五里堆社区 

生产用房 
无 

7 
- 湖南宇晶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 
2,330.27  

资阳区长春工业

园五里堆社区 

生产用房、生

产办公用房、
辅助用房 

- 

合计 
- 13,314.84 - - - 

房屋建筑物账面原值 1,063.92 万元，账面净值 543.50 万元，共 11 项，主

要为 1 至 5＃厂房、2 栋宿舍楼、办公楼、门卫、厕所及配电房、维修房费用等，



于 2008 年至 2012 年相继建成投入使用，建筑面积为 13,314.84 ㎡，建筑结构

为钢结构、砖混等，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需要。 

3、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账面原值 134.26 万元，账面净值 44.36 万元，共

12 项，主要为场地、道路、围墙、人工湖、车棚等辅助设施，于 2007 年至

2008 年建成投入使用，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需要。 

4、机器设备 

机器设备账面原值 27.69 万元，账面净值 1.38万元，共 2 项（共 9 台），

主要为分布于生产车间的行车，其中 3 吨行车 6 台，其中 5 吨行车 3 台，于

2009 年 11月投入使用，均处于正常使用状态，能满足企业生产经营需要。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

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出让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湖南精力机械有限公司 

丙方（担保人）：陈长庚（身份证号 43011119**********，系乙方股东） 

                   刘仕宇（身份证号 43232219**********，系乙方股东） 

（二）转让资产  



甲方以出让方式取得位于益阳市资阳区长春工业园接城堤村的国有土地、

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为：益国用（2012）第 D00312 号，土地面积为

30,850.79 平方米。房屋产权证号为: 益房权证资阳字 712007802 号、益房权证

资阳字 712007798 号、益房权证资阳字 712007800 号、益房权证资阳字

712007803 号、益房权证资阳字 712007804 号和湘（2018）益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15 号，房产面积为 10,984.57 平方，上述房屋包括厂房、宿舍。甲方现将

以上土地、房屋及其他附属设施出售给乙方，乙方已对甲方所要出售的资产做

了充分了解，愿意购买上述资产。 

（三）价款与交付 

1、甲、乙双方协议上述房屋成交价格为人民币（大写）壹仟捌佰玖拾万元，

（小写）18,900,000.00 元。（包括起重机 9 台/每台 9,579 元，合计金额

86,211 元） 

2、甲、乙双方同意于本协议签定生效日开始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以现

有状况分批交付完给乙方。房屋移交乙方时，上述建筑物占有范围内的土地使

有权一并转移给乙方。 

3、房屋交付后，因房屋发生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和国家或政

府规定的相关税费由乙方承担。 

由乙方原因，导致未能按期交付的，视为甲方按期向乙方交付房屋，自书

面交房通知或确定的交房日期的次日起，乙方应承担与房屋有关的风险毁损责

任，并由乙方承担因房屋发生的物业管理费、水电费等相关费用和国家或政府

规定的相关税费。 

4、甲、乙双方确认员工宿舍中留一栋（所有权证号：益阳市不动产权第

000615 号）用于甲方员工住宿，使用时间至 2021 年 12月 31日。  



（四）付款方式  

甲乙双方同意，资产转让价款按以下方式进行支付：  

1、协议生效后，乙方应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前向甲方支付人民币（大写）

壹仟贰佰万元整,（小写）1,200.00 万元；  

2、转让资产办理完毕权属变更登记之日起 10 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资产

转让价款的余款，即人民币（大写）陆佰玖拾万元整，（小写）690.00 万元，

时间不超过 2021 年 3 月 28 日前，甲方原则上只接受现金转账。 

（五） 产权登记  

1、房屋交付后，甲、乙双方同意由乙方向权属登记机关申请办理房屋权属

转移登记，甲方提供必要协助。 

2、其他房产办理过户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由乙方负责，由甲方负责提供购

房合同款增值税专用发票，甲、乙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  

（六）担保约定 

1、丙方对本合同内乙方应承担的责任清楚明确，愿意对乙方应承担的付款

义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范围为乙方应支付的购房款、违约金，以及甲方

实现债权所支出的诉讼费、律师费等必要的费用。 

2、本担保为独立担保，不受主债权及合同其他相关条款效力的影响，主债

权及相关合同无效，该担保仍然有效且为不可撤销之担保。 

3、主债权经甲方同意展期的，无论是否通知丙方，丙方仍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且担保期间相应顺延。 

（七）协议生效  

本协议由双方签字盖章，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厂房不涉及业务、人员的转移，不存在其他安排。   

六、本次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转让土地使用权及厂房的目的  

为盘活公司存量资产，提高资产运营效率，优化公司的战略发展。本次交

易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不会经营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2、该项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价格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京亚

超评报字[2020]第 A255 号）中标的资产的评估值 1,895.17 万元为基准，经双

方协商确定。本次资产出售扣除相关税费后，公司预期可实现 700-850 万元的

资产处置收益，对公司 2020 年度损益构成较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转让是以双方协商确认的价格转让，保证了交易的公允合理，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公司处置房产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同意公司转让标的土地使用权及厂房。本次资产出售从公司整体利益出发，有

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增强公司核

心竞争力，同时，将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

的长远发展。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资产评估报告； 

5、资产出售协议； 

6、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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