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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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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类型及金额：房产转让合同书、合同金额 11,096,000 元。 

 合同生效条件：经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增加营业收入 1,057 万元，预计增加利润

总额 550 万元左右。 

 特别风险提示：若因购买方未能支付合同款项或其他原因导致未达到当

期收入确认条件，则无法计入当期业绩。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六十三次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30 日以 6 票赞成、0 票反

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房产转让合同书的议案》。全资子公司新疆

中房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中房）与上海强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强荣物流）签订了《乌鲁木齐市房产转让合同书》，新疆中房出售其所属的新

疆兵团大厦裙楼四层面积为 950 平方米，房产证号为乌沙依巴克区字第

2009314692 号的投资性房地产，转让价格为 11,096,000 元。上述投资性房地产

为新疆中房单独持有，用途为商业用房。 

该项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情况 

（一）合同标的权属情况 

新疆兵团大厦位于新疆乌鲁木齐沙依巴克区友好路 23 号，新疆兵团大厦主

楼总层数 29 层，裙楼层数为地下 2 层至地上 4 层，截至 2020 年 10 月末新疆中



房持有新疆兵团大厦裙楼部分一层及四层产权。本次出售的位于裙楼 4 层部分投

资性房地产，面积为 950 平方米，房产证号为乌沙依巴克区字第 2009314692 号，

登记时间为 2009 年 3 月。本次出售的投资性房地产为新疆中房单独持有，规划

用途为商业用房。 

上述产权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未被采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取得过程 

2008 年 6 月，公司原控股子公司中房集团华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北公司”）和北京中房长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

远公司”）分别购买了新疆中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中盈”）97.69%

和 2.31%的股权，从而取得了新疆中盈持有的新疆兵团大厦裙楼三至四层投资性

房地产。2008 年 7 月，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毕后，公司名称变更为新疆中房置

业有限公司。 

2009 年 12 月，长远公司和控股子公司天津乾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乾成”）分别购买了新疆茂润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茂润”）60%

和 40%股权，从而取得了新疆茂润持有的新疆兵团大厦裙楼地下二层至地上二层

投资性房地产。 

2010 年 1 月，公司董事会决议新疆中房吸收合并新疆茂润。2010 年 11 月，

工商变更手续办理完成。吸收合并后公司名称为新疆中房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 13,500 万元，其中华北公司持股 94.0741%，长远公司持股 4.4444%，天津乾

成持股 1.4815%。 

2013 年 9 月，华北公司将持有的新疆中房 94.0741%股权以初始投资成本转

让给本公司持有。 

2015 年 9 月，长远公司将持有的新疆中房 4.4444%股权，天津乾成将持有的

新疆中房 1.4815%股权转让给本公司持有。 

目前，新疆中房注册资本 13,5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三）经营情况 

公司收购新疆中房后，对所拥有的新疆兵团大厦裙楼全部对外出租经营，一

层部分出租给商铺，二至四层曾整体出租作为酒店经营，后由于酒店经营不景气



退租。公司一直在对外招租，并在乌鲁木齐晚报、乌鲁木齐晨报等媒体发布广告

招租。2013 年至 2019 年，公司出售了地下一层、地下二层、部分一层、二层及

三层投资性房地产。目前拥有的新疆兵团大厦裙楼除一层部分出租外，其余部分

处于暂时闲置状态。 

新疆中房本次出售的投资性房地产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购入时间 面积(平米) 购入单价

（元/平米) 

账面原值(元) 累计摊销额 

(元) 

至 2020 年 10

月末账面净

值(元) 

至 2019 年 12

月末账面净

值(元) 

2008 年 6 月 950 10,635.00 10,103,250.00 5,575,795.96 4,527,454.04 4,818,275.50 

注：2019 年末账面净值经年审会计师审计，2020 年 10 月末账面净值未经审

计。 

4、合同价格情况 

在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中，新疆中房作为置出资产做了整体资产评

估。在以 2020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评估报告中，新疆中房的投资性房地

产的评估值为 4,925.15 万元，其中四层评估单价 11,680 元/平方米。公司按照评

估价格与交易对方协商最终确定交易价格。 

此次出售的投资性房地产交易总额为 11,096,000 元，单价为 11,680 元/平方

米。 

三、交易对方情况 

名称：上海强荣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11 号 302 部位 368 室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海上、陆路、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代理报关服务，有色金属及金

属材料、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煤炭、焦炭、电缆、水性涂料（除危险化学品、

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钢材、木制品、橡塑



制品、针纺织品、机电设备、汽车配件、电子产品、仪器仪表、船用设备、水上

运输设备、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日用百货、服装服饰、食用农产品的销售，从

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节能设备安装，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企业管理咨询，市场信息咨询

与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财务咨询，会

议及展览服务，园林绿化，自有设备租赁。 

股东：张勇 100%持股 

强荣物流主要业务为货运代理及仓储物流业务，自成立以来主要在新疆、山

西、上海等地从事有色金属、煤炭、焦炭、铝土矿的贸易仓储物流业务。 

截至 2020年 10月 31日，强荣物流资产总额 24,779万元，其中货币资金 1,501

万元，所有者权益 19,903 万元。2020 年 1 至 10 月份，营业收入 3,880 万元，净

利润-79 万元。强荣物流有能力支付合同约定的房款。 

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了强荣物流的信息。经公司查证：

强荣物流未持有公司股份，不是公司第一大股东嘉益（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及实际控制人呼健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也不是公司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公司，公司关联自然人未在强荣物流及其控制的公司中任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在过去 12 个月内，强荣物流不存在前述情形。强荣物流与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强荣物流曾分别于 2018 年 11 月 27 日、2019 年 11 月 29 日与公司签订房产

转让合同书，购买新疆兵团大厦裙楼 348.85 平方米及 6,548.64 平方米投资性房

地产，合同金额分别为 1,220.98 万元、13,288.26 万元。该等交易公司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 1,162.83 万元及 12,655.48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及 2019 年营业收入的

95.12%及 99.59%。目前，强荣物流已购入的投资性房地产部分对外出租。 

强荣物流在 2018年及2019年购买新疆投资性房地产时就表示有意愿购买更

多面积的物业，但由于相关资金安排只购买了其中相对较好的位置。2020 年，

强荣物流已计划进一步拓展在西北地区的业务，再次决定购买新疆兵团大厦的物

业。除此之外，公司与强荣物流无其他业务往来及资金往来。 

四、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金额为 11,096,000 元。 



支付方式：强荣物流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分两次以银行转帐方式向公司支付房

款：第一次于本合同签订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房价的 10%（共计 1,109,600

元，定金）；第二次于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的三个工作日内，支付房价的

90%。若强荣物流违约，定金不予退还；若公司违约，应向对方支付两倍的定金。 

交易过户：合同签订后，由双方持有关证件于三十日内向乌鲁木齐市房屋产

权交易管理中心办理产权过户手续。 

违约责任：1、若公司在房产转让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 10 日内未将房屋交付

给交易对方，公司应赔偿对方购房款的 5%；2、若公司未保持该房产的完整性，

未在约定时间内向乌鲁木齐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申请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对

方可扣付房款的 5%；3、合同签订后，房产交易过户手续已办理，强荣物流中途

毁约，公司收取定金不退或可扣已交房款的 10%。 

生效条件：双方均同意，本次交易需经过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

批通过，作为本次《房产转让合同》的生效条款之一。如本次交易未能获得中房

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房产转让合同书》不生效，公司无需

承担违约责任，并于股东大会召开第二日退回强荣物流已支付的第一次房款（无

需双倍返还定金）。 

五、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为房地产行业，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房屋销售及物业出租。近年来，

由于无土地储备，无在建项目、开发资金紧张，存量投资性房产持续减少等原因，

公司主营房地产主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公司2018年营业收入1,222.54万元，净

利润-4,202.20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12,707.21万元，净利润2,848.64万元；2020

年1-9月营业收入25.23万元，净利润-2,177.25万元。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充分

认识到公司的现状，并正在通过盘活存量资产以优化财务状况、积极谋求上市公

司业务转型等措施，改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抗风险能力，保障公司

未来长期稳健发展。  

本次出售投资性房地产是为了盘活公司存量投资性房地产以维护公司正常

运转需求，同时优化公司财务状况，有利于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若满足企业

会计准则关于处置投资性房地产的相关规定，符合包括 2020 年度能取得乌鲁木

齐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房产过户受理通知书等收入确定条件，将增加 2020

年营业收入 1,057 万元，预计增加利润总额 550 万元左右。 

六、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虽然公司为保护自身利益在合同中约定了定金条款和违约条款，公司也确认

了交易对方应具备的支付能力，但也存在一定因其他因素导致交易对方无法支付

合同款项的风险；也可能存在因其他如突发疫情等情况导致未能在2020年度内取

得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房产过户受理通知书的风险。如若发生上述风险情况，

将导致未达到收入确认条件，无法计入公司2020年业绩。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房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