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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9     证券简称：天华院      编号：2019—039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签订租赁协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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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租赁协议，固定租赁期限 20 年的租金总金额暂计为

1.08 亿欧元。 

 合同生效条件：经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的股东会批准，且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书面确认合同先决条件已成就。同时，租赁

协议尚需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合同履行期限：固定租赁期限为 20 年，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具

有 2 次到期各续租 5 年选择权。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如果在 2019 年 8 月 31 日或之前，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作为承租人）未能完成关于租赁协议签署

的内部审批手续，则租赁协议应失效，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应向

VGP Park Laatzen S.à r.l.（作为出租人）支付补偿款，具体金额以实际发

生为准但不超过 16 万欧元。该事项对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未来

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及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的长远发展战略需要。 

 特别风险提示：协议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过程中可能存在不可抗力

等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审议程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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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协议尚需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股东会以及上市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 合同标的情况 

VGP Park Laatzen S.à r.l.拟购买于汉诺威地方法院登记的雷滕 16 号路 64、65、

66、67、68、69、71、72/1、72/2、74/2、75/2 及 75/3 号共计约 284,847 平方米

的地产，并计划在其上建造一栋物业。VGP Park Laatzen S.à r.l.将在取得建造许

可并完成物业建造后将该物业出租给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租赁协议项

下的租赁标的包括生产场所、办公和行政场所、停车位及其他建筑设施。 

（二）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VGP（公司网址 http://www.vgpparks.eu/），VGP 于 1998 年成立于捷克，是

欧洲领先的工业地产开发商和运营商。VGP 于 2007 年在欧洲证券交易所布鲁塞

尔和布拉格证券交易所上市，2013 年进入德国市场，在德国运营 21 个工业园，

营业收入约 10 亿欧元。VGP 在德国以外，还在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西班

牙、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等国也有业务，总租赁面积为 159 万平方米，在建

45 万平方米。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 签约双方及签约时间 

甲方（承租方）：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乙方（出租方）：VGP Park Laatzen S.à r.l. 

签署时间：2019 年 5 月 29 日 

签署地点：德国 汉诺威 

（二） 租赁用途 

租赁标的将被用作生产机械、制造零件和相关产品以及提供附带服务的生产、

行政和办公场所。 

（三） 租赁期限 

固定租赁期限为 20 年。在固定租赁期届满后，承租人可以选择单方面延长

租赁协议两次，每次为期 5 年。该权利应在租赁协议到期日前至少 12 个月行使

并告知出租人。若承租人未行使或未按期行使第一次延期权，则第二次延期权自

动失效。如果在固定租赁期限或相应的延长期限届满前 12 个月内没有被终止，



3 

则租赁协议将自动续期 2 年。自租赁期限开始之时，出租人放弃其 25 年租赁期

的解约权。 

租赁期限将自租赁标的移交给承租人时正式开始。租赁标的应至迟在 2022

年 5 月 2 前完成移交，但因承租人原因导致的施工时间延长的，最迟移交日期可

相应顺延。 

（四） 租金及支付方式 

1、 每月净租金金额暂定为 458,605.50 欧元，每月总租金金额暂定为

558,765.57 欧元。20 年固定租赁期限内租金总金额暂定为 1.08 欧元。以上租金

金额为暂定值，双方应以实测面积计算租金并就此另行签署补充协议，如租赁物

业建成后租赁面积实测值与暂定值偏差超过 5%，则在取得承租方事先书面同意

的前提下，双方应另行签署专门的协议以就该等超过 5%的偏差进行约定。 

2、 净租金的调整：如果德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2010 年基数= 100）变

化超过 5％，则租金变化幅度应和消费者价格指数与基准月份变化幅度保持一致。

第一次调整租金的基准月份为租赁开始后第 36 个月，其后月份租金调整的基准

月份为上次租金调整的月份。租金调整将在指数变更发生当年 1月1日自动生效，

无需另行明确说明。 

3、 租金按月提前支付，最迟应在每月第三个工作日支付，以到账时间为准。 

4、 出租人给予承租人相当于 10 个月净租金及增值税的激励金，激励金以减

租形式发放。 

5、 在租赁协议签署后 10 个银行工作日内，承租人需向出租人支付等额于 3

个月总租金金额的租赁保证金。 

（五） 协议解除 

1、 租赁协议的解除应以书面方式进行。适用法律规定的正当理由发生时，

双方均有权在不遵守通知期限的情形下解除租赁协议。 

2、 发生以下情形时，出租人有权不遵守通知期限并立即解除租赁协议： 

(1) 经出租人书面警告并给予宽限期并告知可能解约的情况下，承租人持续

违反租赁协议的规定使用租赁标的，并损害出租人的权利使其无法合理

地被期待继续履行租赁协议的； 

(2) 承租人拖欠的租金和/或额外费用和/或税费的总金额达到或超过两个月

总租金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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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经出租人书面警告并给予宽限期并告知可能解约的情况下，承租人擅自

从事且持续从事租赁协议规定的须经出租人同意但尚未经出租人同意的

行为； 

(4) 承租人已申请或已启动破产程序，或因缺乏资产而无法启动或被拒绝启

动破产程序； 

(5) 承租人在两周的宽限期内未缴纳或补足租赁保证金。 

3、 若出租人在不遵守通知期限的情况下合法解除租赁协议，则承租人须支

付相当于 6 个月净租金的违约罚款及额外租金；出租人保留就其他损失提出索赔

的权利。承租人需对出租人的租金损失、额外费用、其他服务损失及因提前取消

租赁遭受的其他损失负责。 

4、 经承租人书面警告并给予宽限期并告知可能解约的情况下，因法律规定

的正当理由，尤其是出租人或可归因于出租人的第三方持续违反租赁协议的规定

损害承租人的权利，使其无法合理地被期待继续履行租赁协议的，承租人有权不

遵守通知期限并立即解除租赁协议。 

5、 如出租方未能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之前取得相应的建造许可证，或仅能

在对租赁协议进行重大变更后取得相应的建造许可证的，则出租方和承租方均有

权在六个月内解除此租赁协议。 

（六） 合同生效条件 

租赁协议为附生效条件的租赁协议，尚需得到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股东会的批准，且尚需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书面确认该等生效条件已成

就。 

同时，租赁协议尚需得到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的批准。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在汉诺威的主要生产设施面临着既有厂房老旧、

维护成本高且无法满足产能需求的困境，工厂扩容也受到限制。租赁协议的签署，

将使得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能够搬迁至新址，以期提高其生产力和生产

效率，有助于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业务规模的扩张，从而改善财务业绩，

对未来经营将产生积极影响，符合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及公司的长远发

展战略需要。从运营的角度来看，整体搬迁工作将分阶段分步骤进行，搬迁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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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KraussMaffei Berstorff GmbH 业务的连续性不会受到影响。租赁协议的签署及

其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次租赁协议的条款已清晰明确地做出了约定，合同双方也均具备履约能力，

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到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事件等因

素的影响，租赁协议及整体搬迁项目能否顺利实施完毕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天华院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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