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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重庆渝水环保有限公司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于2020年10月29日召开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重庆渝水环保有限公司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水环科” ）出

资人民币261,900,165.92�元，向公司股东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务资产公司” ）

收购其全资子公司重庆渝水环保有限公司的100%股权，并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办理。

重庆渝水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水环保” ）主要建设有1个重庆市主城区污泥处理项目（鸡冠

石污泥干化中心）和3个区县污泥处理项目（万盛污泥处置中心、垫江污泥处置中心、涪陵污泥处置中

心）共计4个污泥处理项目，其中，鸡冠石污泥干化中心项目（以下简称“鸡冠石污泥项目” ），该项目占

地10,490平方米，设计处理规模为450吨/天，设计总投资3.14亿元，财务决算的总投资为2.78亿元。 该项

目建设时的工艺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水平，项目中的主要设备从法国进口，设备原始购价约2.3亿元人

民币，主要包括三条以薄层干化机、切碎机、带式干化机为核心设备的污泥干化生产线，涉及地埋式接收

料仓单元、污泥干化机房单元、导热油锅炉房单元等13个主要系统（其中包含罗茨风机、链式运输机等

设备）。

根据《重庆市城市和乡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实施方案》和《重庆市“蓝天行动” 实施方

案》，近年来重庆市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产量增速较快，污泥处理的缺口正随环保搬迁逐年增大。 收购渝

水环保公司股权进一步扩展公司污泥处理业务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投资方向， 有利于避免与大股东之

间同业竞争，也有利于公司排水企业污水处理所产生的污泥得到及时处置，同时可以助力公司整合污泥

资源，提升污泥处理处置市场占有率，尽快在重庆污泥处理行业占据重要市场地位，实现污水、污泥处置

全产业链经营。 2020年9月重庆市财政局最终核定了鸡冠石污泥干化中心的污泥处置结算价格（617.88

元/吨）， 并确定自2018年8月起执行该核定价格， 由此才具备了本次收购渝水环保公司股权的前提条

件。

为确保交易价格的公允性，本次评估由重庆华康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从事

证券、期货业务资格）严格按照评估准则的规定履行了评估程序，采用资产基础法以2018年8月31日为

基准日对目标股权进行独立、客观的评估，并出具了“重康评报字[2019]第376号” 评估报告，该报告经

过重庆市国资委专家审核并根据国资管理的有关规定履行了资产评估备案程序。 涉及的机器设备和房

屋建筑物等主要资产评估情况如下：

●机器设备

1、方法的选择

因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主要机器设备为定制，专用性强，市场上无同类设备的交易和租赁案例，故

无法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结合委评设备的实际情况，采用重置成本法进

行评估。

2、方法介绍

重置成本法即按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委估资产所需发生的全部成本费用作

为其重置全价，再结合设备新旧程度和使用维护状况综合确定成新率，相乘后得出评估值。其计算式为：

设备评估值=设备重置全价×成新率

对于国产设备

机器设备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格+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基础费+其他费用+资金成本费用

对于进口设备

进口设备重置全价=设备离岸价+海外运费+海外保险费+关税+外贸手续费+银行手续费+检验费

+国内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设备基础费+其他费用+资金成本费用

3、评估过程

以鸡冠石污泥项目的“污泥干化机房单元（系统）”为例，评估过程如下：

（1）基本参数

序号 项目 数据 备注

1 污泥来源

来自本厂及主城区城市污水厂脱水

污泥

2 污泥量

2.1 污泥处理厂规模 450t/d（以25%DS计）

2.2 设计污泥处理能力 450t/d（以25%DS计）

3 干化处理线总数 3条

4 每条生产线每年运行时间 8000h/a

5 污泥泥质

5.1 设计进泥含固率 25%DS

5.2 进泥含固率范围 20%~35%DS

5.3 污泥泥质数据

6 处理工艺 热干化

（2）设备用途及特点

鸡冠石污泥日处理含水率为75%的湿污泥450吨，建成时设计总规模居世界前列，其干化处置中心

在污泥处置方面位于国内领先水平。

鸡冠石污泥处理项目包括干化车间、处理线、脱水机房等设施设备,干化后污泥含水量可由未处理

前的75%降至25%。 干化后的污泥可用于绿化、制砖、制陶和水泥制造,并可大大降低未经处理的污泥在

运转、利用过程中的成本和环境污染风险。

（3）设备重置全价的确定

根据建设合同、《竣工结算书》、《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等，污泥干化机房单元（系统）属于技术

达标交钥匙项目，合同内容包含主要为进口设备和部分国产设备，进口设备不包含关税和关税增值税，

违约和奖励除外，其余为固定式包干价格，不做任何调整。 合同价格约定污泥干化机房单元（系统）主要

由进口设备9,155万元，国产设备333万元，设备设计费和为了设备安装的措施为合同单独列式1,000万

元分摊到设备购价中。 安装调试等费用合同单独列式。

委估项目设计规模和技术全国领先，在市场上难以咨询到相关报价，评估时采用合同购价，通过同

花顺物价指数适当调整作为委估设备重置购价。 通过查询同花顺了解到国产设备基准日对合同日物价

指数为：0.95627；进口设备以其设备所在单位原产国法国，币种为欧元查询，基准日对合同日物价指数

为：1.00386；合同日汇率为：9.5058，基准日汇率：7.9646。

设备设计费和预留金额分摊比例：国产设备为7.4223342%，进口设备为7.4207231%则：

1）设备重置购价

国产设备

国产设备重置购价=333万元×（1+7.4223342%）×0.95627

=3,420,734.00（元）

进口设备

①进口设备合同离岸价

FOB=9155万元×（1+7.4207231%）×1.00386÷9.5058×7.9646

=82,717,017.43（元）

②海外运费、保险费、公司手续费、银行手续费、外贸手续费等

根据该设备采购合同内容和设备采购方式设备购价已包含所有运杂费，评估未考虑该费用。

③进口设备关税

根据渝水环保鸡冠石污泥项目该部分费用全部申请减免，已经全部减免，故本次评估减免考虑，不

计算进口关税。

④进口设备增值税

委估设备基准日增值税税率为16%，根据实际测算金额计算。

增值税=82,717,017.43×16%

=13,234,722.79（元）

进口设备到岸价=82,717,017.43+13,234,722.79

=95,951,740.00（元）

污泥干化机房单元重置购价=国产设备重置购价+进口设备到岸价

=3,420,734.00+95,951,740.00

=99,372,474.00（元）

2）运杂费

根据该设备采购合同内容和设备采购方式设备购价包含运杂费，设备评估未考虑该费用。

3）安装调试费

参考合同安装费的约定，根据设备类型、特征等确定委估设备安装调试费按设备重置购价的15%考

虑。

安装调试费=99,372,474.00×15%

=14,905,871.10（元）

4）基础费

委估设备基础在厂房建设时已经考虑，故该部分费用在房屋构筑物已经包含，设备评估未考虑该费

用。

5）技术服务费

参考合同技术服务费的约定， 根据设备类型、 特征等确定委估设备技术服务费按设备重置购价的

1.5%考虑。

技术服务费=99,372,474.00×1.5%

=1,490,587.11（元）

6）其它费用

其它费用主要包含工程勘察设计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工程招标代理服务费、建设工程综合服

务费、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咨询费、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建设监理费、施工图

设计审查费、其它企业发生的待摊费用。

①工程勘察设计费

根据渝价[2002]262号相关文件结合评估对象预、决算综合考虑设备及其建造费的2.72%作为工程

勘察设计费。

②工程造价咨询费

根据渝价[2013]428号相关文件结合评估对象预、决算综合考虑设备及其建造费的0.43%作为工程

造价咨询费。

③工程招标代理服务费

根据计价格[2014]231号的相关规定，结合预、决算综合考虑设备及其建造费的0.14%作为工程招标

代理服务费。

④建设工程综合服务费

根据渝价[2009]37号的相关规定，结合预、决算综合考虑设备及其建造费的0.08%作为建设工程综

合服务费。

⑤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根据渝价[2013]430号的相关规定，结合预、决算综合考虑设备及其建造费的0.34%作为建设项目前

期工作咨询费。

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咨询费

根据计价格[2002]141号的相关规定，结合预、决算综合考虑设备及其建造费的0.07%作为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咨询费。

⑦建设单位管理费

根据财建[2016]504号的相关规定，结合预、决算综合考虑设备及其建造费的1.14%作为建设单位管

理费。

⑧工程建设监理费

根据发改价格[2007]393号的相关规定，结合预、决算综合考虑设备及其建造费的1.86%作为工程建

设监理费。

⑨施工图设计审查费

根据渝价[2013]423号的相关规定，结合预、决算综合考虑设备及其建造费的0.13%作为施工图设计

审查费。

⑩其它待摊费用

其它待摊费用主要为联合试车费等，评估机构对《竣工财务决算审核报告》进行查询，审阅了明细

账薄、检查了其相关入账依据，综合分析认为该待摊费用具有合理性，以实际发生按设备及其建造费的

12.84%确定。

待摊费=(重置购价+安装费+技术服务费)×相关待摊费率合计

=（99,372,474.00+14,905,871.10+1,490,587.11）×19.74%

≈22,852,787.22（元）

7）资金成本

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确定资金成本，该设备根据整个工程项目一起考虑合理建设周期，委评项目设

备建设周期约为15个月，故建设周期按15个月进行计算；委评设备基准日1年以上5年以内的贷款利率为

4.75%，根据资金利息按每月平均投入，则资金利息为：

资金利息率=4.75%×15/12×1/2

资金成本=(重置购价+安装费+技术服务费+待摊费)×资金利息率

=（99,372,474.00+14,905,871.10+1,490,587.11+22,852,787.22）

×(4.75%×15/12×1/2)

=4,115,332.30（元）

8）重置全价

重置成本=重置购价+安装费+技术服务费+待摊费+资金成本

=99,372,474.00+14,905,871.10+1,490,587.11+22,852,787.22

+4,115,332.30

=142,737,100.00(元)（取整到百位）

（4）成新率的确定

鸡冠石污泥项目试运行结束并正式投运的时间为2018年8月12日， 而本次是追溯评估， 基准日为

2018年8月31日，两个日期非常接近，设备几乎为全新状态，故成新率考虑为100%。

即委估设备成新率为100%。

（5）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42,737,100.00×100%

=142,737,100.00（元）

4、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评估方法，渝水环保纳入评估范围的全部机器设备账面价值约2.46亿元，评估价值2.30亿

元，评估减值0.16亿元，减值率6.41%。 减值的主要原因为：鸡冠石污泥项目约1.4亿元机器设备为进口，

设备合同签订时间为2011年6月，原产国为法国，进口时点欧元兑人民币汇率为9.5058，评估基准日为

7.9646，汇率降幅16.21%，但机器设备工业指数有一定上涨，抵消了部分汇率影响，整体评估减值6.41%。

●房屋建筑物

1、方法的选择

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主要为进口污泥处理设备量身定制的异形房，楼层高、跨度大、荷载重、

结构异形，且内部有大量设备基础，与常规标准的房屋差异较大，造价也有较大区别。因在市场上无类似

房屋建筑的交易或租赁案例，故无法采用市场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 根据本次评估目的，结合委评房屋

建筑物的实际情况，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2、方法介绍

成本法评估是指测算建（构）筑物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的

全部成本（重置全价），再结合建（构）筑物新旧程度和使用维护状况综合确定成新率，相乘后得出评估

值，基本公式如下：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重置全价=（前期工程费用+其他工程费用+建安工程费用）×（1+资金成本率）

重置全价的价值内涵包括：前期工程费用、其他工程费用、建安工程费用、资金成本。

（1）前期工程费用

主要指建设工程勘察设计费、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招标业务费等，根据建（构）筑物所在地区的实

际情况予以取舍。

（2）建安工程费用

主要指建（构）筑物工程直接或间接耗费的各种材料和人工费用等，通常包括：直接费（直接工程

费、措施费）、间接费（规费、企业管理费）、利润、税金以及按规定允许按实计算的各种费用。

（3）其他工程费用

包括项目建设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等，根据建（构）筑物所在地区的实际情况予以取舍。

（4）资金成本

主要指正常建设条件下，工程占用的资金在建设期内应计的利息。 计算资金成本时，假设工程所需

资金在建设期逐步、均匀地投入，资金成本率即为：1/2×年利率×正常施工工期。

（5）成新率

对于重要的建（构）筑物，采取两种方法确定其房屋成新率。一是参照原城乡环境保护部颁布的《房

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及国家标准GBJ144-90《工业厂房可靠性鉴定标准》进行现场查勘，针对建筑物

的结构、基础、墙体、装修等各部分，确定价值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采取综合打分的方法确定其成新率；

二是对房屋主体按年限法测算其成新率，两者加权平均就得到该建筑物的成新率。

对于一般的建（构）筑物，采取如下公式确定成新率：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成本法的适用范围：市场交易不活跃，难以取得足够的可比交易案例且评估对象的收益难以单独测

算；但资产的购建成本的相关信息在市场上可以获得，且在技术上可以模拟估算的建（构）筑物。

3、评估过程

以鸡冠石污泥项目“干化机房及导热油锅炉房”为例，评估过程如下：

（1）重置成本法公式

重置单价=（前期工程费用+其他工程费用+建安工程费）×（1+资金成本率）

重置全价=重置单价×建筑面积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2）前期工程费用

1）工程勘察设计费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2.72%� � � � � � � � � � �（渝价[2002]262号）

2）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0.43%� � � � � � � � � � �（渝价[2013]428号）

3）工程招标代理服务费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0.14%� � � � � � � � � � �（渝价[2014]231号）

4）建设工程综合服务费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0.08%� � � � � � � � � � �（渝价[2009]37号）

5）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0.34%� � � � � � � � � � �（渝价[2013]430号）

6）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咨询费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0.07%� � � � � � � � � � �（渝价[2002]141号）

合计：建安工程单位造价×3.78%

（3）其他工程费用

1）以建安工程单位造价为基础计取费用如下：

a、建设单位管理费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1.14%� � � � � � � � � � �（财建[2016]504号）

b、工程建设监理费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1.86%� � � � � � � � � � �（渝价[2007]393号）

c、施工图设计审查费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0.13%� � � � � � � � � � �（渝价[2013]423号）

d、其他待摊费用

建安工程单位造价×11.30%� � � � � � � � � �（按实分摊计算）

合计：建安工程单位造价×14.43%

2）以工程建筑面积计取的费用如下：

a、城市建设配套费=0.00元/㎡（渝府发[2015]53号）

b、白蚁防治费＝0.00元/㎡（渝价[2013]426号）

合计：其他费用为0.00元/㎡。 （未办证其费用不计取）

（4）建安工程费

经对干化机房及导热油锅炉房进行现场查勘，调查了解南岸地区建筑材料价格，以2018年版《重庆

市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等定额，以及《重庆工程造价信息》2018年第8期为计费依据，进行比

较、计算得出干化机房及导热油锅炉房的含税建安造价为22,185,084.00元,则含税建安单价为3,855

元/㎡。

工程取费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费率（%） 金额（元）

1 分部分项工程费 分部分项合计（详见“工程预算表” ） 16,623,902.52

2 措施项目费 措施项目合计 979,141.69

2.1 技术措施项目费 技术措施项目合计 0.00

2.2 组织措施项目费 组织措施项目合计 979,141.69

其中 安全文明施工费 安全文明施工费 664,575.75

3 其他项目费 独立费 2,163,167.16

4 规费

分部分项人工费+分部分项机械费+技术措施项目人工费

+技术措施项目机械费

10.32 387,389.10

5 税金 增值税+附加税+环境保护税 2,031,482.92

5.1 增值税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 9.00 1,813,824.04

5.2 附加税 增值税 12.00 217,658.88

5.3 环境保护税 按实计算 0.00

6 合价（含税价）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税金 取整 22,185,084.00

工程预算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人工挖沟槽土方槽深(m以内)�2 100�m3 2.44 9,640.76 23,523.45

2 挖一般土方不装车 1000�m3 1.30 5,974.02 7,766.23

3 机械凿打软质岩 100�m3 7.79 7,570.79 58,976.45

4 机械凿打较硬岩 100�m3 5.19 10,298.14 53,447.35

5 机械挖沟槽土方深度(m以内)�4 1000�m3 0.32 8,832.41 2,826.37

6 机械挖基坑土方深度(m以内)�4 1000�m3 5.48 9,843.53 53,942.54

7 机械凿打沟槽(坑)�软质岩 100�m3 1.89 9,865.83 18,646.42

8 机械凿打沟槽(坑)�较硬岩 100�m3 1.26 13,411.97 16,899.08

9 机械回填、碾压平基土方 1000�m3 0.10 9,400.40 940.04

10 机械回填、碾压平基石方 1000�m3 0.04 14,526.75 581.07

11 碾压回填土 1000�m3 5.13 4,926.38 25,272.33

12 人工挖孔桩土方深度(m以内)�6 10�m3 94.50 2,944.68 278,272.26

13 人工挖孔桩软质岩深度(m以内)�6 10�m3 56.70 3,750.51 212,653.92

14 人工挖孔桩较硬岩深度(m以内)�6 10�m3 37.80 6,541.52 247,269.46

15 砼护壁商品砼 10�m3 68.14 6,488.10 442,099.13

16 人工挖孔桩混凝土有护壁商品砼 10�m3 193.30 5,466.22 1,056,620.33

17 砼护壁模板 100�m2 27.25 11,621.66 316,690.24

18 桩承台基础商品砼 10�m3 31.76 5,790.31 183,900.25

19 现浇混凝土模板桩承台基础 100�m2 9.53 9,699.64 92,437.57

20 池底商品砼 10�m3 7.98 5,793.00 46,228.14

21 池壁商品砼 10�m3 12.89 6,306.05 81,284.98

22 池盖无梁商品砼 10�m3 2.80 5,969.94 16,715.83

23 池模板池顶板无梁 100�m2 0.84 11,847.64 9,952.02

24 池模板池壁矩形 100�m2 3.87 12,338.73 47,750.89

25 池模板池底平底 100�m2 2.39 11,754.04 28,092.16

26 零星构件商品砼 10�m3 0.82 7,661.33 6,282.29

27 现浇混凝土模板零星构件 10�m3 2.47 16,988.07 41,960.53

28 基础垫层商品砼 10�m3 18.38 5,492.10 100,944.80

29 现浇混凝土模板基础垫层 100�m2 5.52 6,689.11 36,923.89

30 砖基础 240砖水泥砂浆现拌砂浆M5 10�m3 28.05 7,362.75 206,525.14

31 地沟(电缆沟)�商品砼 10�m3 5.27 5,695.23 30,013.86

32 现浇混凝土模板地沟(电缆沟) 100�m2 1.58 8,387.43 13,252.14

33 设备基础商品砼 10�m3 35.87 5,482.77 196,666.96

34 现浇混凝土模板设备基础 20m3以内 100�m2 10.76 9,669.86 104,047.69

35 页岩空心砖墙水泥砂浆现拌砂浆M5 10�m3 110.77 6,933.30 768,001.64

36 基础梁商品砼 10�m3 17.73 5,326.38 94,436.72

37 现浇混凝土模板基础梁 100�m2 5.32 8,796.88 46,799.40

38 过梁商品砼 10�m3 2.37 6,567.70 15,565.45

39 现浇混凝土模板过梁 100�m2 0.71 12,414.23 8,814.10

40 矩形柱商品砼 10�m3 58.23 5,599.12 326,036.76

41 现浇混凝土模板矩形柱 100�m2 17.47 9,960.75 174,014.30

42 构造柱商品砼 10�m3 9.95 7,074.17 70,387.99

43 现浇混凝土模板构造柱 100�m2 2.99 9,657.48 28,875.87

44 矩形梁商品砼 10�m3 7.02 5,451.43 38,269.04

45 现浇混凝土模板矩形梁 100�m2 2.11 8,983.01 18,954.15

46 有梁板商品砼 10�m3 146.98 5,454.06 801,637.74

47 现浇混凝土模板有梁板 100�m2 44.09 9,441.74 416,286.32

48 预制混凝土板雨篷 10�m3 7.87 8,321.30 65,488.63

49 预制混凝土模板雨篷板 10�m3 7.87 4,120.11 32,425.27

50 直形楼梯商品砼 10�m2 10.97 1,804.72 19,797.78

51 现浇混凝土模板楼梯直形 100�m2 3.29 23,814.28 78,348.98

52 现浇钢筋钢筋直径φ10mm以上 t 704.23 7,138.31 5,027,012.05

53 砌体加筋 t 12.10 9,469.76 114,584.10

54 预埋铁件制作安装 t 7.89 11,063.51 87,291.09

55 环氧砂浆厚度5mm 100�m2 63.36 23,837.47 1,510,342.10

56 地面砖楼地面周长(mm以内)�3200 10�m2 94.74 1,263.63 119,716.31

57 环氧自流平防腐地面底漆一遍 100�m2 5.02 4,143.46 20,800.17

58 环氧自流平防腐地面面漆一遍 100�m2 4.29 8,522.45 36,561.31

59 楼梯面层水泥砂浆厚度20mm�现拌 100�m2 1.25 12,803.31 16,004.14

60 内墙面乳胶漆抹灰面二遍 10�m2 821.36 193.21 158,694.97

61 墙面贴面砖水泥砂浆粘贴周长(mm以内)�2400 10�m2 25.19 1,558.27 39,252.82

62 石膏板墙面 10�m2 8.90 406.70 3,619.63

63 抹灰面刮成品腻子粉二遍 10�m2 432.50 124.75 53,954.38

64 外墙涂料抹灰面 10�m2 429.42 335.33 143,997.41

65 顶棚面乳胶漆抹灰面二遍 10�m2 628.39 193.21 121,411.23

66 天棚板面上铺放吸音材料聚苯乙烯泡沫板 100mm 10�m2 5.11 616.46 3,150.11

67 天棚面层板条 10�m2 7.44 1,174.14 8,735.60

68 天棚基层石膏板 10�m2 106.75 362.49 38,695.81

69 改性沥青卷材热熔法一层 100�m2 28.99 7,393.87 214,348.29

70 改性沥青卷材热熔法每增加一层 100�m2 28.99 5,943.26 172,295.11

71 屋面保温聚苯保温板粘铺 100�m2 28.99 4,958.32 143,741.70

72 雨篷面层安装耐力板(阳光板)安装 10�m2 5.34 4,259.87 22,747.71

73 塑料水落管(直径mm)�φ114 10m 23.26 496.99 11,559.99

74 钢质防火门安装 100�m2 0.57 83,101.11 47,367.63

75 防火卷帘门安装 100�m2 1.00 52,851.72 52,851.72

76 塑钢门安装平开 100�m2 1.55 45,204.19 70,066.49

77 天窗安装全中悬 100�m2 0.44 10,433.30 4,590.65

78 成品金属百叶窗安装 100�m2 0.37 15,797.86 5,845.21

79 塑钢门安装推拉 100�m2 5.87 41,959.21 246,300.56

80 钢楼梯螺旋式制作 t 3.51 11,099.50 38,959.25

81 不锈钢管栏杆直形竖条式 10m 27.66 3,982.85 110,165.63

82 台阶地面砖面层 10�m2 0.18 1,970.28 354.65

83 玻璃钢盖板安装 10�m2 19.14 2,109.92 40,383.87

84 木骨架玻璃隔断全玻现场制作 10�m2 2.10 2,073.98 4,355.36

85 多层建筑综合脚手架檐高(m)�20以内 100�m2 57.55 4,427.28 254,789.96

86 满堂脚手架基本层 100�m2 57.55 2,392.25 137,673.99

87 满堂脚手架增加层(1.2m) 100�m2 57.55 465.93 26,814.27

88 多、高层檐高(m以内)�30 100�m2 57.55 4,327.18 249,029.21

89 大型机械设备自升式塔式起重机安拆600kN·m以内 台次 2.00 27,176.87 54,353.74

90 大型机械设备自升式塔式起重机进出600kN·m以内 台次 2.00 25,025.49 50,050.98

91 密目安全网 100�m2 57.55 1,700.91 97,887.37

合计 16,623,902.52

（5）资金成本的确定

假定资金均匀、 逐步地到位， 工程的正常施工工期为15个月， 银行一至五年期的贷款年利率为

4.75%，则资金成本率为1/2×15/12×4.75%。

（6）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单价=3,855.00×(1+3.78%+14.43%）×(1+1/2×15/12×4.75%）

=4,692.00（元/㎡）

重置全价=重置单价×建筑面积

=4,692.00×5755.41

=27,004,400.00（元）（取整百位）

（7）成新率的确定

按照原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颁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等进行现场勘察，针对干化机房及导热

油锅炉房的结构、基础、墙体、装修等各个部分的实际情况，确定价值影响因素及影响程度。

1）采取分部位打分的方法确定成新率，具体查勘结果如下表：

项目 部分名称 标准状态

标准分

值

实际状况

实际分

值

结构部

分

基础

有足够承载能力， 无超过允许范围的

不均匀下沉

15

有足够承载能力， 无超过允许范围的

不均匀下沉

15

承重构件

完好无损，梁、板、柱、屋架平直牢固，

无变形、裂缝

20

完好无损，梁、板、柱、屋架平直牢固，

无变形、裂缝

20

非承重墙 墙体无腐蚀、损坏，现浇墙板节点牢固 10 墙体无腐蚀、损坏，现浇墙板节点牢固 10

屋面

不渗漏，防水层、隔热层、保温层完好，

排水设施通畅

10

不渗漏，防水层、隔热层、保温层完好，

排水设施通畅

10

地面

整体面层牢固，无空鼓、起砂、下沉、裂

缝

10

整体面层牢固，无空鼓、起砂、下沉、裂

缝

10

装修部

分

门窗

完好无损，开关灵活，玻璃、五金齐全，

油漆完好、有光泽

8

完好无损，开关灵活，玻璃、五金齐全，

油漆完好、有光泽

8

外粉饰 完整、粘结牢固，清水墙勾缝砂浆密实 9 完整、粘结牢固，清水墙勾缝砂浆密实 9

内粉饰 完整牢固，无空鼓、裂缝、剥落 8 完整牢固，无空鼓、裂缝、剥落 8

设备部

分

水、电

上、下水管道通畅，无锈蚀，各种卫生

器具完好，零件齐备无损；电气设备、

线路、照明装置完好牢固，绝缘良好

10

上、下水管道通畅，无锈蚀，各种卫生

器具完好，零件齐备无损；电气设备、

线路、照明装置完好牢固，绝缘良好

10

合计 100 100

2）按年限法测算理论成新率

干化机房及导热油锅炉房于2018年8月竣工投入使用，经济年限取50年，截止评估基准日，已使用

年限约0.05年、尚可使用年限约49.95年，按年限法推算成新率计算公式如下：

成新率=尚可使用年限/（已使用年限+尚可使用年限）×100%

=49.95/（0.05+49.95）×100%

=100%

3）按照打分法成新率占60%，年限法成新率占40%来确定综合成新率

成新率=打分法成新率×60%+年限法成新率×40%

=100%×60%+100%×40%

=100%

（8）评估值的确定

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27,004,400.00×100%

=27,004,400.00（元）

4、评估结论

根据上述评估方法，渝水环保纳入评估范围的建（构）筑物账面价值0.78亿元，评估价值0.68亿元，

评估减值0.1亿元，减值率13.17%。

根据交易协议的有关约定， 本次交易价格以渝水环保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261,900,

165.92元为准分二次付清：在交易协议生效后，待甲乙双方签署标的移交表、办理完毕资产移交手续和

实物资产及生产运营移交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重庆渝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甲方（重庆市水务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支付标的转让价款的70%；在办理完毕标的股权移交和资产权属证明变更之日起10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30%。 截止2021年1月22日，渝水环科公司已与水务资产公司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并根据协议向水务资产公司支付70%转让价款183,330,116.14元，目前正在工商管理主

管机构办理股权变更事宜。

本次交易的房屋建筑物中有8项无房屋产权证， 有权证的4项房屋及土地实际权利人与证载权利人

不为同一人（详见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披露的“重康评报字[2019]第376号”评估报告）。 上述8项无

权证房屋分别坐落在本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市涪陵排水有限公司、 重庆市万盛排水有限公司和重

庆市排水有限公司厂区内，该部分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权证并不影响公司所属子公司的使用权、管理权和

处置权，不会对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渝水环科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实际权利人与证载权利人不

为同一人的4项房屋及土地，其证载权利人为甲方（水务资产公司），实际上不会出现甲方妨碍标的资产

的转移和权属变更办理的情形。为充分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在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中

还特别约定：若甲方未按约定办理完毕相关资产权属证明和股权变更登记，乙方（渝水环科）有权拒绝

支付剩余（或相关）款项；因资产权属瑕疵产生争议或纠纷的，由甲方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应费用，如乙方

因此而受到损失， 则乙方有权向甲方追偿， 甲方有义务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并承担其他违约责

任。公司后续将严格按照协议的有关约定，根据相关资产权属证明和股权变更登记办理完成进展支付交

易的相应价款，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3日

股票代码：600515� � � � � � � � �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2021-010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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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1

月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

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鲁晓明先生主持，应到9人，实到9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事项：

1、《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以上议案时，关联董事鲁晓明先生、陈德辉先生、姚太民先生、杨惟尧先生、冯勇

先生、王敏先生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1-012）。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1-013）。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3日

股票代码：600515� � � � � � � � �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2021-011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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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1年1月

2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1月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3人，实到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

议以记名投票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1、《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1-012）。

该项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23日

股票代码：600515� � � � � � � � � �股票简称：海航基础 公告编号：临2021-012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资产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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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要内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海航基础” ）及其子

公司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更名前名称为“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岛临

空” ）拟与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销大集” ）及其子公司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

司（更名前名称为“海南信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酷铺日月” ）、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望海国际” ）共同签署《合作协议书》，海岛临空拟将其持有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

美兰区海秀东路6号望海国际广场1期-3至-1车库（以下简称“2号车库” ）的使用权作价3,140.00万

元、富力首府项目D16地块2号楼房产认购权及其拥有的等额于房产价值的应收款债权（以下简称“富

力首府房产认购权及等额债权” ）作价43,388.11万元与酷铺日月持有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日

月广场1号下沉式广场B1层（负2楼）建筑面积25,298.67平方米的2017号商铺房地产2017号商铺（以

下简称“日月商铺” ）作价48,339.50万元进行置换，对价差异1,811.39万元以冲抵海航基础及子公司对

供销大集及子公司的经营性应收账款方式进行结算。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

关联交易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故本次交易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年12月8日，海航基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孙公司海航地产集团有限

公司出售商铺房地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9日披露的《关于孙公司海航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出售商铺房地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127），会议同意酷铺日月购买公

司子公司海岛临空持有的日月商铺，合同总价为57,125.79万元（单价：22,580.55元/平方米）。 截至目

前，酷铺日月已向海岛临空支付日月商铺购房款48,339.50万元，余款8,786.29万元未付。

现基于双方战略、业务发展及海口日月广场统一经营规划需要，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合作：海岛临

空拟将其持有的2号车库的使用权作价3,140.00万元、 富力首府房产认购权及等额债权作价43,388.11

万元与酷铺日月持有的日月商铺作价48,339.50万元进行置换（按酷铺日月已支付的48,339.50万元购

房款置换结算），对价差异1,811.39万元以冲抵海航基础及子公司对供销大集及子公司的经营性应收账

款方式进行结算。

海航基础与供销大集、酷铺日月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间接控制的企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

联交易已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因海航基础和供销大集、酷铺日月属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为关联方，实际控制人均为海南省慈航

公益基金会。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时间：1996年12月5日

注册资本：600,782.823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杜小平

注册地址：西安市解放路103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的批发兼零售；卷

烟、雪茄烟的零售；仓储服务；文化娱乐服务；旅馆；理发美容；浴池；洗染；汽车清洗装潢、租赁；汽车出

租；人力资源中介服务；饮食服务；互联网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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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经营项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钟表眼

镜、金银饰品、珠宝玉器、工艺品、文体用品、办公家具、家具、五金交电、家用电器、照相器材、运动器材、

通讯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零件、化妆品、进口化妆品、洗涤用品的销售；服装干洗；服装加工销售；柜台租

赁；物业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机械制造；摄影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日用品修理、机动车停车场。（以上一般经营范围不含国

家专控及前置许可项目）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20年9月30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20年1-9月

总资产 5,035,080.79 营业收入 174,478.46

总负债 2,010,859.39 利润总额 -18,906.60

净资产 3,024,221.40 净利润 -23,197.74

归母扣非净利润 -51,437.89

与上市公司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经与供销大集（000564）确认，供销大集应付海航基础10,597.68

万元（含前期日月商铺交易的未付余款8,786.29万元）。

2、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10年2月1日

注册资本：616,279.94万元

法定代表人：韩玮

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7号新海航大厦17层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商务信息咨询、进出口贸易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农、

林、牧产品、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纺织、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医药及医疗器材、矿

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设备、化肥、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的销售；有色金属生产加工与销售，铝制

品、钢材、航材贸易；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货运代理服务、仓储服务、快递服务、包装服务、装

卸服务；代理进出口业务，家用电器、酒类的批发和零售，汽车租赁，汽车、化妆品进出口业务，房地产项

目投资、销售及信息咨询服务。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20年9月30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20年1-9月

总资产 491,563.11 营业收入 895.82

总负债 484,301.89 利润总额 435.33

净资产 7,261.23 净利润 471.97

3、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1994年7月27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岳东方

注册地址：海口市海秀路望海商城

经营范围：日用百货、纺织品、办公用品、家具、五金工具、交电商业、通讯器材、工艺品、服装、鞋帽、

珠宝首饰(包括金银)、糖、烟、酒、水果、副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文体用品、音像制品、书刊、

电子出版读物、计算机软件、钟表、摩托车及配件、自行车、金属材料、装饰材料、化妆品、化工原料（专营

除外）、酒店用品、绿植、汽车、理疗、桑拿、美发、棋牌设备的销售及电子商务，柜台出租，自有房屋租赁，

商场管理，物业管理，停车管理，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报表日 2020年9月30日 项目/报表年度 2020年1-9月

总资产 414,220.75 营业收入 17,913.71

总负债 192,346.46 利润总额 -2,323.03

净资产 221,874.29 净利润 -2,323.03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置入的标的为：日月商铺

本次置出的标的为：2号车库、富力首府房产认购权及等额债权

（一）日月商铺

1、标的情况说明：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8号日月广场1号下沉式广场

B1层（负二层）房产，建筑面积25,298.67平方米。该房产属于地下建筑物，未计容，无分摊的土地使用权

面积，前期大集供销链向海岛临空购买，未办理资产过户。

2、权属状况说明：日月商铺属于日月广场地下部分房产，按政府相关部门要求整体补缴地下部分土

地出让金才能办理产权证，故截止目前无法办理《不动产权证书》。 日月商铺所在地块已取得《国有土

地使用证》[海口市国用(2016)字第007830号]，证载土地使用权人为海岛临空，该资产不存在抵押、质押

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日月商铺存在租赁权利，承租方为海南海航日月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日月广场超市分公司，租赁面积为25,298.67平方米，租赁期限自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2021年租金为人民币1,380万元整。

4、 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2020年12月31日， 资产账面价值为575,652,

897.58元，该数据未经审计。

5、评估情况：

⑴ 估值目的：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投资性房地产的市场价值，需要对海南酷铺日月

贸易有限公司申报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估值，为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⑵ 估值对象：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于估值基准日申报纳入估值范围投资性房地产。

⑶ 估值范围： 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于估值基准日申报纳入估值范围的日月广场1号下沉式

广场B1层(负二楼)2017号商铺，总建筑面积为25,298.67平方米，账面价值575,652,897.58元。

⑷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⑸ 估值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⑹ 估值方法：收益法

⑺ 估值结论：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于估值基准日申报纳入估值范围投资性房地产，账面价

值575,652,897.58元，估值为572,688,353.87元，减值2,964,543.71元，减值率0.51%。 本报告及其结论

仅用于本报告设定的估值目的，而不能用于其他目的。

根据国家的有关规定， 本估值结论使用的有效期限为1年， 自估值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起，至

2021年12月30日止。

（二）2号车库

1、 标的情况说明：2号车库坐落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6号望海国际广场一期， 建筑面积：

13532.79㎡，套内建筑面积：12138.79㎡，合计314个车位。

2、权属状况说明：海南高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于2020年7月

24日签署《车位使用权转让协议》，将望海国际广场2号车库使用权转让予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并于2020年10月31日完成交割。车位产权证号：海口市房产证海房第IK447610号，土地证号：海口

市国用（2007）第001449号、（2008）第009529号。 该资产不存在任何抵质押、诉讼以及查封等情况。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海岛临空将2号车库整租予望海国际使用，年租金1,023,240.00元，包

含地下停车场年租金723,240.00元，地下停车场广告业务年租金300,000.00元。

4、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截止2020年12月31日累计计提折旧摊销78.50

万元，账面净值3,061.50万元,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5、评估情况：海岛临空2020年7月24日购入价格为3140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与前次购入价格保持一

致，故未进行评估。

（三）富力首府房产认购权及等额债权

1、标的情况说明：标的位于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国兴大道22号，为首府项目D16地块2号写字楼第

5-11层、第40-41层、第44-46层共166套写字楼物业，房屋面积共15,577.43平方米，套内面积共10,

054.42平方米，总货值433,881,100.00元。 目前标的产权持有单位为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海

岛临空针对上述资产，享有认购权和应收债权冲抵房款的权利。

2、权属状况说明：目前标的对应的土地使用权及第5-11层物业所属在建工程已抵押予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认购、抵押、冻结、

查封、担保、诉讼、仲裁等权利负担或权利瑕疵。 整体物业交付时间为2022年10月30日之前。

3、评估情况：标的价格依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沪众评报字2020

第0553号），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8月31日，评估报告出具时间为2020年10月31日，评估对象为首府项

目D16地块2号写字楼共245套写字楼物业， 总建筑面积为29,696.63平方米， 总评估价值为864,231,

800元，本次交易标的为其中的166套，价值与评估报告一致，评估价值为433,881,100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㈠ 合同各方

甲方：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海南海岛临空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海航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丙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丁方：海南酷铺日月贸易有限公司（曾用名：海南信航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戊方：海南望海国际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㈡ 主要条款

鉴于：

1、甲方是乙方控股股东，丙方是丁方、戊方控股股东，戊方是丁方的关联公司。

2、丁方与乙方于2017年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以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丁方向乙方购

买日月广场1号下沉式广场B1层（负2楼）2017号商铺（“日月商铺” ），且丁方已按协议约定向乙方支

付部分购房款483,394,959.67元，余款87,862,923.33元未付。

3、乙方持有富力首府项目D16地块2号楼房产认购的权利，同时乙方拥有等额于房产价值的应收款

债权。

4、乙方持有坐落于海口市美兰区海秀东路6号望海国际广场一期-3～-1车库的使用权，车位产权

证号：海口市房产证海房第IK447610号，土地证号：海口市国用（2007）第001449号、（2008）第009529

号，建筑面积：13,532.79㎡，套内建筑面积：12,138.79㎡，产证所附车位图纸显示车库总车位数为314个

（现场实际划线车位个数303个）（“2号车库” ），2号车库现实际由丙方关联方戊方实际使用。

根据甲方、乙方战略经营需要，经友好协商，双方就资产置换达成以下约定：

第一条 置换标的

丙方同意以丁方原交易的日月商铺房产与乙方现持有的首府房产认购权利应收债权及望海广场2

号车库使用权进行置换。

第二条 置换对价

各方确认： 丁方的日月商铺置换价值按原交易价格为571,257,883.00元， 冲抵未付款87,862,

923.33元后，按483,394,959.67元进行置换结算；依照483,394,959.67元置换金额，乙方用于置换的首

府房产认购权利应收债权确定为433,881,100.00元、2号车库使用年限内的独家使用权作价为3,140万

元（含税价），合计资产置换价值总额为465,281,100.00元。对于置换资产价值不足部分18,113,859.67

元，各方同意以甲方及子公司对丙方及子公司的应收进行冲抵。

第三条 权属转移

1、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资产置换完成后，甲方及/或指定子公司享有对日月商铺的所有者权益，丁方

享有对首府房产的所有者权益、戊方享有2号车库的使用权益，附件二的关联往来清理完毕。

2、按照本协议约定的资产置换完成后，各方确认，乙方与丁方2017年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以

及《商品房买卖合同补充协议》已经充分地实现了双方合同权利、履行了双方合同义务。

第四条 保证条款

1、甲方、乙方共同承诺，促成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属项目公司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统称富力方）与丁方签订于《首府物业明细》所列物业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并按照商品房买卖

合同的约定办理网签备案、房产证等，除产证办理所需购房者缴纳的办证费用及税费外，丙方及丁方无

需向富力方支付任何购房款。

甲方、乙方共同承诺，如因富力方原因，导致富力方与丁方签订的《首府物业明细》所列物业的《商

品房买卖合同》，无法按照合同约定交房或办理相关产权证书，甲方与乙方将共同协助丁方向富力方追

究违约责任。

2、本协议生效后，各方将按照本协议之约定配合办理相关物业的过户、移交等所有必要手续。

3、丁方关联公司戊方完全接收2号车库、丁方取得富力方配合办理的《首府物业明细》所列全部物

业的网签，视为各方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置换，否则在《商品房买卖合同》规定的网签办理截止期后30日

内甲方须就置换差额补足给丁方，并赔偿给丙方、丁方、戊方造成的损失。 为免疑义，因丙方、丁方、戊方

自身原因导致车位未能接收或者物业未能办理网签的，则无权要求置换差额补足、赔偿损失等。

第五条 其他

1、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并按照各自审批规程履行审批手续后生效。

2、本协议未尽事宜，各方另行以书面补充协议进行约定。

3、本协议一式拾份，各方各持贰份。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进行资产置换是为了进一步满足海口日月广场统一经营规划的需要， 降低与关联方应收

账款规模，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

本次交易主要为资产置换及应收账款冲抵，不涉及现金支出。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

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鲁晓明先生、陈德辉先生、杨惟尧先生、姚太民先生、冯勇先生、王敏先生已回避表

决，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

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海岛临空拟与供销大集、酷铺日月、望海国际签订《合作协议书》事项，通过

认真审阅有关材料，与公司相关管理层人员进行了询问和沟通后，发表如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议案》 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参考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结果并结合市场公允价格确定，遵循了公平、公开、

公正的市场价格。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应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我们同意提交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

⑴ 董事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⑵ 本事项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在审议议案时已遵循相关回避制度；

⑶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原则，交易价格公允，没有发现损害公司和非关联

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⑷ 公司独立董事经审慎研究和独立判断，认为本次交易有利于海口日月广场统一经营规划，有利

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资产交易的议案》，公司审计委员会对所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本次交易标的已经具备证券期货相关资格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表决过程中，关

联董事已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以上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计委员会决议

（五）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六）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七）天兴咨字（2021）第0050号《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投资性房地产市场价值项目

估值报告》；

（八）沪众评报字（2020）第0553号《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资产转让涉及其全资子公司

（海南航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245套于2022年4月交付使用的富力首府写字楼在基准日的市

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九）《合作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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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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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2月8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2月8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2月8日

至2021年2月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资产交易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1年1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刊登于2021年1月23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海航基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航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海航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天津市大通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鲁晓明、陈德辉、黄秋、张汉安、张祥瑞、亚志慧、尚多

旭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515 海航基础 2021/1/2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现场会议登记采用现场登记或信函方式进行，即，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选择在现场会议登记

日于指定地点进行现场会议登记，或采用信函方式向公司提交登记文件进行登记。信函登记需经我司确

认后生效。

（1）现场登记

现场登记时间：2021年1月29日—2月7日上午9:30—11:30，下午15:00—17:00（节假日除外）。

接待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6层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

（2）信函登记

采用信函登记方式的拟与会股东请于2021年2月7日17:00之前（以邮戳为准）将登记文件邮寄到

以下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46层；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邮编：570203，电话：0898-69960275。

2、登记文件

（1）法人股东应由其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或有效持股

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若非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2）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

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和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六、 其他事项

无

特此公告。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海航基础设施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2月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与关联方供销大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

行资产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