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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物业出租方案的公告 

 

 

 

根据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发展方向，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8 月 29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非

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报告（第二次修订稿）》。广州文化产

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以下简称“孵化园项目”）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之一。根据孵化园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物业出租的议案》，同意将孵化园项目自编 3 号楼和 4 号楼

的 3 层至 6 层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招租。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9 月 18 日登

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证

券日报》的《关于物业出租的公告》。 

现根据工作开展实际需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物业出租方案的议案》，修改主要内容包括：出

租物业地址、出租面积、出租总价格、承租方资质要求等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基本情况：孵化园项目是将公司渔尾西路厂区改造建设为文化创新创

业孵化园区，采用自用自主经营与出租相结合的运营方式，围绕传统钢琴主业以

及文化教育产业，在孵化园区自主开展珠江钢琴品牌推广项目、艺术教育项目、

创意文化项目等，引入音乐产业、影视产业、设计产业、艺术教育培训、动漫游

戏、广告传媒、时尚创意等大文化行业的新兴企业。孵化园项目已于 2018 年 7

月 23 日收到荔湾区城市更新局《关于广州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孵化园项目微改造

实施方案的批复》（荔更新函〔2018〕291 号），孵化园项目改造方式为微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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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二）审批权限：根据本次资产评估价及市场询价情况，公司初步确定本次

挂牌出租标的起始年招租底价为 33 元/㎡•月（含税，下同），年租金价格为

13,321,44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4%。标的物业租赁期限为 12 年，

租金价格从第四年起，每三年递增 10%。除去装修免租期，公司对外出租物业

12 年合同总价为 172,152,969.12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2%。 

修改为： 

（二）审批权限：根据本次资产评估价及市场询价情况，公司初步确定本次

挂牌出租标的起始年招租底价为 33 元/㎡•月（含税，下同），年租金价格为

14,492,962.44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4%。标的物业租赁期限为 12

年，租金价格从第四年起，每三年递增 10%。除去免租期，公司对外出租物业

12 年合同总价为 187,292,553.6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6%。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对

外出租物业合同预计金额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最终租金金额将根据挂牌结果予以确定，如最终合同金额

达到股东大会权限，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公司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交易，若在交易推进过程中

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

决策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 

二、出租标的情况概述 

（一）出租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公开出租物业标的位于孵化园项目自编 3 号楼和 4 号楼的 3 层至 6 层，

出租标的总面积为 33,640 平方米（其中包括套内面积 32,200 平方米，公摊面积

1,440 平方米），本次出租标的面积占孵化园项目建筑面积 25.7%。 

修改为：本次公开出租物业标的位于孵化园项目二栋、三栋和四栋的 3 层至

6 层，标的出租总面积为 36,598.39 平方米（其中包括套内面积 34,374.02 平方米，

公摊面积 2,224.37 平方米），本次出租标的面积占孵化园项目建筑面积 27.9%。 

修改理由：因物业出租范围调整及公安系统备案需要。原出租方案以 2、3

号楼为分隔，本次调整以防火分区为分隔利于项目的消防报建工作。地址描述

更新为在公安系统备案的标准写法。 



 

公司统一对该物业外立面进行改造，并按照建筑物现有的质量、房屋结构及

房产证载用途交付承租方。承租方自行负责物业内部的装修装饰工程与二次消防

改造。 

本次公开挂牌出租标的房产证登记权属人为公司，权属状况清晰、明确。不

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力，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

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二）出租标的规划用途 

本次出租标的物业房产证登载规划用途为综合楼、厂房，公司将其规划为国

家级孵化器。 

（三）出租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广东中联羊城资产评估与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资

产评估公司”）以 2019 年 7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公司拟出租标的市场月租金

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羊资评字【2019】第 FYGPZ0130 号），具

体资产评估结果详见下表： 

序

号 
物业地址 

拟出租面积

（㎡） 

含税评估单价

（元/㎡•月） 

含税评估总

价（元•月） 

拟出租

用途 

物业出租

状态 

1 

荔湾区花地大道南路

渔尾西 8号自编 3号楼

和 4 号楼的 3 层至 6 层 

33,640 30.00 1,009,200 
商务办

公 

按物业现

状出租 

上表修改为： 

序

号 
物业地址 

拟出租面积

（㎡） 

含税评估单

价（元/㎡•

月） 

含税评估总价

（元•月） 

拟出租用

途 

物业出租

状态 

1 

荔湾区花地大道南路

渔尾西 8 号位于二栋、

三栋和四栋 3-6层物业 

36,598.39 30.00 1,097,951.70 商务办公 
按物业现

状出租 

修改理由：因物业出租范围调整使得出租面积增加。 

（四）出租方式 

公司将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招租确定最终承租单位。 

（五）交易价格 

1、租金价格 

由于本次出租标的面积较大，承租方需对标的装修及孵化器运营投入巨大成

本，经营压力大且回收期长，需足够长的租赁年限保障其经营发展。公司以资产

评估公司出具的租金评估价为定价基础，在高于评估价的前提下，以周边相同地



 

段、功能和用途类似的物业的市场出租价格及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作为参考依

据，结合园区的市场询价及供求情况，遵循孰高原则。目前初步确定本次挂牌出

租标的起始年招租底价为 33 元/㎡•月，年租金价格为 13,321,440 元；租赁期限

为 12 年。租金价格从第四年起，每三年递增 10%，最终租金金额将根据挂牌结

果予以确定。 

年度 第一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六年 第七年~第九年 第十年~第十二年 

租金递增（元/㎡•月） 33 36.3 39.93 43.923 

年度租金（元） 13,321,440.00 14,653,584.00 16,118,942.40 17,730,836.64 

修改为：1、租金价格 

由于本次出租标的面积较大，承租方需对标的装修及孵化器运营投入巨大成

本，经营压力大且回收期长，需足够长的租赁年限保障其经营发展。公司以资产

评估公司出具的租金评估价为定价基础，在高于评估价的前提下，以周边相同地

段、功能和用途类似的物业的市场出租价格及广州市房屋租金参考价作为参考依

据，结合园区的市场询价及供求情况，遵循孰高原则。目前初步确定本次挂牌出

租标的起始年招租底价为33元/㎡• 月，年租金价格为14,492,962.44元；租赁期限

为12年。租金价格从第四年起，每三年递增10%，最终租金金额将根据挂牌结果

予以确定。 

年度 第一年~第三年 第四年~第六年 第七年~第九年 第十年~第十二年 

租金递增（元/㎡•月） 33 36.3 39.93 43.923 

年度租金（元） 14,492,962.44 15,942,258.68 17,536,484.55 19,290,133.01 

修改理由：因物业出租面积增加使得租金价格增加。 

2、装修免租期 

经市场调查，市场普遍反映需要 12 个月的装修免租期。鉴于市场实际情况

及标的物业现状，公司拟予以承租方 12 个月的装修免租期；采用分期给予方式

（分三期给予，首年免租 6 个月，第二、三年各免租 3 个月）。分期给予的方式

有利于公司减轻自身运营风险，同时有效捆绑承租方利益。 

修改为：2、免租期 

经市场调查，市场普遍反映需要12个月的免租期。鉴于市场实际情况及标的

物业现状，公司拟予以承租方12个月的免租期；采用分期给予方式（分三期给予，

首年免租6个月，第二、三年各免租3个月）。分期给予的方式有利于公司减轻自

身运营风险，同时有效捆绑承租方利益。 



 

修改理由：文字表述修改。 

（六）承租方资质要求 

1、意向承租方必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成立、合法存续的法人。 

2、意向方或其关联方 

（1）意向方或其关联方（占股比例不低于 35%的意向方股东）必须是上市

公司或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意向方或其关联方（包括但不限于意向方股东或股东再投资的全资子

公司）须具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三年以上的运营经验，即于 2015 年前获得

科技部火炬中心认定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资质（须提供相关证明），且该国

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位于广州市；同时承诺承租后在出租方标的地址内、7 年内

成功申报成为以文化产业为主题的国家级孵化器；成立全资子公司进行孵化器的

申报和运营，并将该公司注册地设在出租方标的地址内。 

修改为：2、意向方 

（1）本条删除； 

（2）意向方须具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五年及以上运营经验，即于 2015

年或 2015 年前获得科技部火炬中心认定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资质（须提供

相关证明），须在科技部火炬中心公布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近三年度（即

2016-2018 年）考核评价结果中均获得 B 或以上等级（须提供相关证明），且该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位于广州市；同时承诺承租后在出租方标的地址内、7 年

内成功申报成为以文化产业为主题的国家级孵化器；成立全资子公司进行孵化

器的申报和运营，并将该公司注册地设在出租方标的地址内。 

修改理由：有利于选择广州市内更有运营能力和经验的企业取得本项目经

营权。 

三、物业出租的其他安排 

若本次挂牌期间无意向方摘牌，公司可按不低于原招租底价的95％（可等于

原招租底价的95％）价格重新公开招租，具体价格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根据市场

情况决定；若仍无意向方摘牌，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重新公开招租。 

四、本次对外出租物业方案修改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本次物业出租方案的修改是基于实际工作的需要，且承租方资质调整更加有



 

利于公司选择更有运营能力和经验的企业取得本项目承租权，不会对公司造成不

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孵化园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公司于2019年9月1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物业出租的议案》，将孵化园项目自编3号楼和4号楼

的3层至6层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公开招租。现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对物业出租方

案进行修改，修改主要内容包括：出租物业地址、出租面积、出租总价格、承租

方资质要求等事项。 

本次对物业出租方案进行修改，其合同预计金额仍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

内，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因最终租金金额将根据挂牌结果予以确定，如最终合同金额达到

股东大会权限，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物业出租方案进行修改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关于修改物业出租方案的议案》。 

六、风险提示 

截至 2020 年 1 月 9 日，该物业尚未在广州产权交易所挂牌公开招租。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物业出租方案的议案》，公司将通过广州产权交易所

挂牌公开招租，公开征集承租方，能否最终完成以及最终完成的时间均存在不确

定性。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披露本次物业出租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珠江钢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