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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9           证券简称：*ST 长投        编号：临 2019—033 

 

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公开挂牌出售资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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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发集团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陆交

中心”）拟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出售陆交中

心所拥有的土地及附属建筑物。该资产评估价为人民币 5.40

亿元，最终评估价值以经国资备案为准，首次挂牌以不低于

经国资备案的评估价为挂牌底价。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七届十六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确认，并履

行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程序。本次交易对方、交易

价格尚无法确定，能否交易成功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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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概述 

（一）陆交中心拟将其所拥有的土地及附属建筑物通过上海联合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出售，该资产评估价为人民币 5.40 亿元，

最终评估价值以经国资备案为准，首次挂牌以不低于经国资备案的评

估价为挂牌底价。陆交中心可根据市场反馈情况，按照《企业国有资

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之相关规定确定后续挂牌价格。最终交易价格

以实际成交价格为准。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长江投资公司经营层

审批陆交中心具体操作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确定挂牌价格、签署相关

合同协议、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等。 

目前，交易对手尚不明确，尚未签署交易合同，无履约安排。 

（二）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七届十六次董事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实到 7 名。董事会全票通

过了《长江投资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公开挂牌出售资产的议案》，该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 

（一）转让方：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77780940876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住    所：上海市普陀区金迈路 1 号 1 幢 12 层 

法定代表人：奚政 

注册资本：人民币 26000.0000 万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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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05 年 7 月 25 日 

营业期限：2005 年 7 月 25 日至 2035年 7 月 24 日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陆上货物运输信

息发布,货运信息咨询,货运代理,物流专业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仓储(除专项),货物装卸(除港口),房屋设备租赁(除金融租赁),广告

设计、制作、自有媒体发布,电脑图文制作,商务咨询(除经纪),销售:

五金交电、家用电器、建筑装潢材料、有色金属、木材及制品、机械

设备及配件、自行车、摩托车配件、通信器材(除卫星电视广播地面

接收设施)、钟表眼镜(除专项)、电子元件、橡塑制品、卫生洁具、

灯具、化妆品、服装鞋帽、百货、珠宝玉器(除专项)、饰品、纺织品、

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

专用产品)、计算机辅助设备(除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汽

车配件、健身设备、玩具、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烟花爆

竹、民用爆炸物品、监控化学品、易制毒化学品),从事货物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电子商务(不得从事增值电信、金融业

务);批发: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含瓶装酒)、乳制

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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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交中心注册资本为 26,000万元，其中长江投资占 72.85%股份；

上海同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 27.15%股份。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陆交中心资产合计为 442,734,958.16

元，负债合计为 702,413,395.79 元，所有者权益为-259,678,43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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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2019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7,329,176.46 元，净利润

-26,915,615.47 元。（未经审计） 

（二）受让方：公司拟通过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方式

征集受让方。 

三、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拟出售的资产为陆交中心拥有的位于上海市普陀区桃浦镇

金迈路 1 号、金迈路 65、155 号，面积为 46,904 ㎡（70.36 亩）的

土地使用权以及建筑面积为 66,614.39 ㎡的附属房屋建筑物（产权证

号为沪房地普字（2014）第 025264号，以下简称“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中土地性质为仓储，土地使用期限自 2006 年 11 月 10

日至 2056 年 11 月 9 日止。标的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由公共中转配送

中心及与之配套的综合楼两部分组成，其中综合楼建筑面积

30,124.74 ㎡，公共中转配送中心建筑面积 36,277.71㎡，另有门卫

及配套设施建筑面积 211.94 ㎡。标的资产相关的财务数据如下（单

位：元）： 

1、标的资产的账面价值  

类别 账面原值 
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账面净值（经审计） 

截止 2019年 5月 31日

账面净值（评估基准

日，未经审计） 

固定资产 261,031,861.29 214,536,848.77 212,322,739.22 

土地使用权 44,148,319.98 35,870,509.53 35,476,328.08 

合计 305,180,181.27  250,407,358.30  247,799,067.30  

2、标的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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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截止 2018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标的资产账面净值 250,407,358.30    247,277,409.10  

公司总资产 1,658,185,043.13 1,588,663,304.14 

标的资产占公司总资产的比重 15.10% 15.57%  

3、标的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项目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半年度（未经审

计） 

标的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 19,570,286.81 8,090,848.53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   1,023,687,209.25  368,798,041.46 

标的资产实现的营业收入占公

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1.91% 2.19% 

本次交易标的的产权清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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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陆交中心委托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上海申威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了《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拟转让部分资产涉

及的不动产市场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 0268

号），主要内容如下： 

1.评估基准日：2019 年 5 月 31日。 

2.评估方法：采用市场法、收益法。 

3.本次评估所选取方法理由：市场法适用于与评估对象类似房地

产具有活跃的市场，且有充足具有可替代性交易实例。评估对象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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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房地产交易活跃，市场上有丰富的类似房地产交易案例，故可选

用市场法；收益法适用对象为可取得收益或具有潜在收益，其收益情

况具有可预测性和持续性，且区域类似房地产租赁市场较发达。评估

对象为收益性的房地产，其收益情况具有可预测性和持续性，且所在

区域租赁市场较发达有较多与评估对象类似房地产的出租案例，故可

选用收益法。 

4.评估结论：本次评估选用市场法结果作为评估结论，评估前上

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拟转让的部分资产（不动产）账面值为

247,799,067.30 元。经评估，以 2019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上海陆上货运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拟转让的

部分资产评估值为 540,000,000.00 元，大写人民币：伍亿肆仟万元

整。评估增值 292,200,932.70 元，增值率 117.92％。（本评估结论

为含税价格） 

陆交中心所持标的资产的最终评估价值以国资备案为准。 

四、资产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控股子公司出售资产是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资源配

置，补充公司现金流，为公司战略转型储备资金。本次出售标的资产

完成后，出售资产所得款将用于偿还公司短期借款以及补充公司日常

经营的流动资金。本次交易对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产生的影

响较小，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亦不会导致公司主要资产变为非经营

性资产。 

（二）本次标的资产转让暂按评估值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如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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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预计增加公司 2019 年度合并报表利润约为 1.60 亿元左右、增

加现金净流入约为 4.00 亿元左右。（具体需根据交易成交情况以财务

审计结果为准）。 

五、其他说明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国资监管部门备案确

认，且由于本次交易是通过公开挂牌方式对外转让，因此最终的交易

对方、交易价格尚无法确定，能否交易成功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后续

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长江投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