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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媒体有关文章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文章简述
2018 年 3 月 15 日，公司关注到有自媒体发布题为《商业城演捉放曹，黄老板玩掏
空计》的文章。

二、澄清声明
公司对自媒体文章内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就相关事项澄清如下：
（一）关于 2012 年卖出辽宁物流股权和 2013 年买入辽宁物流股权的说明。
针对上述文章，公司核查如下：
1、2012 年卖出辽宁物流股权。2012 年 11 月 28 日,商业城股份发布了《沈阳商业
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辽宁物流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就有关转让辽宁
物流有限公司 48.718%股权事宜对外进行公告，其出售资产的目的，是为了改善公司资
金状况等需要。后本次交易所得进入资本公积，对公司当年损益并无产生重大影响。
此次交易，公司聘请了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元正评报字
[2012]第 121 号资产评估报告。交易对价为辽宁物流 48.718%的股权对应 17670 万元。
本次交易详情请见公司披露的编号为：2012-015 号、2012-016 号公告。
2、2013 年买入辽宁物流股权。公司于 2013 年 9 月 17 日，召开五届八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商业城收购辽宁物流部分股权的议案》，原因系“主要原因是基
于上述资产质地优良，政策导向趋好， 市场前景广阔的认识和判断。本次收购完成后，
商业城持有辽宁物流股权比例增加并居于绝对控制地位，有益于公司未来资本经营和
对上述股权的经营和管理。”
此次交易，公司聘请了辽宁元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元正评报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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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评报字[2013]第 094 号资产评估报告。交易对价为辽宁物流 48.718%的股权对应
17900 万元。
本次详情请见公司披露的编号为：2013-012、2013-013、2013-018 号公告。
就上述两次交易澄清如下：
从交易情况来看，无论是商业城股份向亚欧工贸出售股权，还是商业城股份从亚
欧工贸处收购股权，各方都履行了正常的内部审批程序，双方之间的交易，均系按照
《公司法》的规定所进行的正常股权转让行为，且交易价格均是依据评估机构的评估
后，由双方之间协商确认，双方签署了正式的交易文件，符合法律规定。上市公司也
正常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针对文章中提及的 2014 年出售辽宁物流股权折价问题的说明
针对上述文章，公司核查澄清如下：
1、辽宁物流的主要资产系持有展业置地约 51%股份，展业置地的主要资产系位于
沈阳大东区小什字街与小东街的交汇处，北部与大悦城间隔一条马路的原“日神广场”
项目。展业置地项目主要历史沿革如下：
“日神广场”项目原名“龙腾大厦”，是沈阳市首批启动的停缓建项目；
1993 年由沈阳市大东区政府基建办公室开发建设；
1998 年 10 月项目出让给辽宁宏基工贸有限公司；
1999 年 2 月沈阳欧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成立，项目继续开发建设 （出资人：辽
宁宏基工贸有限公司、舒勇）；
2004 年 2 月企业变更为沈阳日神置业有限公司（原沈阳欧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2004 年 7 月项目恢复施工，更名为“日神广场”；
2004 年辽宁物流有限公司（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企业）控股该项目；
2006 年底主体工程完工；
2009 年沈阳商业城（集团）有限公司进行国企改制，项目暂停施工，后改名为展
业置地；
2014 年因商业城重组，将辽宁物流的股权转让给深圳茂业商厦；该项目，截止目
前仍处于停工和被法院查封状态。
2、两次卖出时的评估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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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2012 年出售及 2014 年出售时的评估报告，对里面涉及的主要科目进行比较
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2012 年出售时的评估报告

2014 年出售时的评估报告

评估值差异

账目净值

评估值

账目净值

评估值

流动资产

22,954.80

22,954.80

28,682.88

28,682.88

+24.95%

非流动资产

12,495.08

35,957.05

12,495.08

35,101.70

-2.3%

长期股权投资

12,495.00

35,957.00

12,495.00

35,101.68

-2.3%

资产总计

35,449.88

58,911.85

41,177.96

63,784.58

+8.27%

负债总计

28,152.22

28,152.22

34,234.06

34,234.06

+21.6%

7,297.66

30,759.62

6,943.89

29,550.52

-3.93%

其中：

净资产

从两次出售时的评估值可以看出，2012 年的出售和 2014 年的出售，评估值的差异
极小。
3、2014 年出售时与 2013 年购买时评估比较
3.1 根据评估报告显示，辽宁物流2014年交易的评估结果与前次评估结果对比如
下：

本次评估较2013年度评估减值7285.75万元，评估减值为持有的子公司展业置地
51%股权评估减值所致。
前次评估展业置地评估值为83215.99万元，本次评估展业置地评估值为68826.83
万元，估值差异为14389.16万元，具体原因如下：
3.2.1 亏损使得展业置地净资产减少
前次评估基准日为2013年6月30日，账面净资产为22780.10万元；本次评估基准日
为2014年5月31日，账面净资产为18181.60万元；两次基准日之间的经营亏损使得展业
置地净资产减少4598.50万元，占两次评估差异的3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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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沈阳市地产市场价格变化使得开发成本估值减少
展业置地主要资产为日神广场开发成本，评估师对于开发产品系采用假设开发法
确定评估值。2014 年度，由于沈阳房地产市场受全国房地产市场影响，房产成交价格、
成交数量均发生下滑，在此过程中考虑到不同类型物业价格的波动。
本次评估，评估机构依次选取了具有可比性的酒店式公寓、写字间和商铺，深入
比较了区位和建筑规划等影响价格评定的可比因素，同时对建筑规模、层高、朝向、
新旧程度、设备装修等差异因素进行了有效修正，审慎地得出了平均基准价格，形成
展业置地物业定价的依据。受地产价格波动影响本次评估房产市场价格取值相对上次
评估出现下滑。
4、在2014年出售辽宁物流时，根据当时重组时的相关文件和重组方案显示，当时
商业城将对辽宁物流的约1.81亿债权等额转让给了深圳茂业商厦；沈阳铁西百货大楼
有限公司将对辽宁物流的1000万债权等额转让给了深圳茂业商厦。根据当时中介机构
的核查报告显示，上市公司及时收回了上述债权，免除了上市公司资金被子公司（转
让前）或实际控制人关联方（转让后）占用或潜在回收的风险。
5、在 2014 年重组前，辽宁物流的控股子公司沈阳展业置地（即前面提及的日神
项目主体）与华融北京分公司、工行辽宁分行、商业城签署了编号为 2013 华融京资产
字第 189 号的《信贷资产转让合同》，约定辽宁分行将债务本金 2 亿元的信贷资产转让
给华融北京分公司，展业置地为信贷资产的债务人，上市公司商业城为转让后展业置
地对华融北京分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商业城 2014 年重大资产重组出售时为保护上市公司利益，茂业商厦针对上述借款
分别作出担保承诺：（1）茂业商厦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出具了《关于偿还辽宁物流 2
亿元借款的承诺函》承诺；（2）2014 年 10 月 28 日，茂业商厦出具了《关于偿还辽宁
物流 2 亿元借款的进一步承诺函》。
2016 年 4 月，中国华融北京分公司与嘉兴百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
称：嘉兴百秀投资企业）签署债权转让协议（编号为 2016 华融京资产字第 69 号《债
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北京分公司已将对沈阳展业置地有限公司（原沈阳日神置业有
限公司）在编号（2015）二中民（商）初字第 07809 号《民事判决书》项下全部债权
依法转让予嘉兴百秀投资企业。嘉兴百秀投资企业对此出具承诺：无条件免除商业城
的保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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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商业城免除了因对展业置地融资担保而可能产生的潜在损失风险。
综上，结合辽宁物流核心资产的实际情况（现状、开发进度等）、评估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显示的评估价值、债务转移以及解除对下属公司担保的责任综合考虑，该次
交易不存在自媒体文章中提及的“贱卖”资产的情形。因本次交易对公司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公司也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得到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后完成了资产
的交割（因重组周期较长、公告较多，不一一列举公告编号，详情可参考公司 2014 年
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
（三）针对文章中提及的“三、贱卖银行股权”中“2016 年 11 月 28 日，上市公
司发布公告称将向关联方太原茂业出售所持盛京银行全部非上市内资股合计 8,550 万
股（占比 1.47%），每股转让价格 6.1 元，转让金额 5.2155 亿元。”
“就在该笔交易前 6
个月的 4 月 28 日，恒大地产发布公告，称与盛京银行的 5 名内资股股东签订协议收购
合共约 10 亿（1,001,680,000）股盛京银行内资股，交易总价为人民币约 100 亿
（10,016,800,000）元，每股 10 元。”
针对上述文章的内容，公司已发布过澄清公告对相关事宜进行了澄清说明，具体
内容详见在 2016 年 11 月 25 日发布的《关于媒体有关报道的澄清公告》（公告编号：
2016-106）。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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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刊登的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商业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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