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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50           证券简称: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2021-003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部分闲置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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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为提升资产运行效率，盘活存量资产，公司拟将位于石家庄市鹿

泉区寺家庄镇远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闲置的11、15、16、19

、20号厂房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以合计6,349.99万元的价格出售给河北汇利通

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河北军科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

验有限公司、河北恒宏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宇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泽华伟

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事项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为提升资产运行效率，盘活存量资产，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石家庄科林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与河北汇利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河北军科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河北恒宏科

技有限公司、河北宇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泽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统称为“受让方”）签署《厂房转让合同》，将位于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

路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闲置的11、15、16、19、20号厂房及其

对应的土地使用权以合计6,349.99万元（含税）的价格出售给河北汇利通医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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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贸易有限公司、河北军科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

公司、河北恒宏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宇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泽华伟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于2021年3月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

部分闲置厂房及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其中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此项交易无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本次交易的实施及相关合同的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河北汇利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汇利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西二环南路 105号军蔷苑商业 1号楼底商 09、

10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吴建强 

注册资本：501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4MA085M546Y 

成立日期：2017 年 1月 18日 

经营范围：医疗器械（凭许可证经营）、机械设备(低速电动车除外）、电子产

品、玻璃仪器、五金产品、日用百货、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和需专项审批的除

外）、食品（凭许可证经营）、计算机硬件及辅助设备、办公设备、清洁用品、化

妆品、家用电器、消杀用品（剧毒除外）的批发零售；汽车租赁；会议及展览展

示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业务，发布国内户外广告业务，货物或技术

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计算机技术的研发、

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医疗器械的维修（凭许可证

经营）及技术咨询。 

主要股东：吴建强持有 65%股份，李静持有 25%股份,李刚持有 5%股份，孟丹

持有 5%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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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军科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军科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 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

备制造基地 11号楼-01   

法定代表人：张志江   

注册资本：3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0G3CGK6B 

成立日期：2021 年 3月 12日  

经营范围：应用软件开发。多媒体设备配件研发，集成电路设计，办公用品、

体育用品、箱包、户外用品、绘图用品、运动防护用具、运动器材及配件、帐篷、

伪装网及遮障支撑系统、一般劳保用品、雨衣、睡袋、服装、鞋帽、腰带、纺织

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互联网零售；润滑油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

（不含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备）、汽

车零配件、金属制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玻璃制品、灯具、化工产品（危险

化学品除外、需前置许可审批及国家禁止类、限制类项目除外）、照明设备、纸制

品、五金产品、电动工具、工艺品、橡胶制品、车头罩衣、货架、木制品的销售；

商务文印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广告业务；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 

主要股东：张志江持有 70%股份，姚姗娜持有 30%股份。 

3、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石家庄市桥西区宫北路 11号 

法定代表人：孙洪生 

注册资本：12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387208997 

成立日期：2002 年 2月 27日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建筑设备的产品质量检验，消防设施检测维护保养，

电气安全检测，计量器具校准、检测，防雷检测，人防工程检测；消防工程、电

气工程、建筑工程、空气环境的质量检验；建筑材料检测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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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桩基检测，幕墙设计；认证服务，环境影响评价；消防安全评估，安全生

产评价，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危害现

状评价，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主要股东：孙洪生持有 80%股份，孙云龙持有 20%股份。 

4、河北恒宏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恒宏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 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

备制造基地 16号楼 

法定代表人：武景堂 

注册资本：65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0G364MX5 

成立日期：2021 年 3月 12日 

经营范围：其他技术推广服务。检验检测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建筑科技开发、研究、咨询服务；测绘地理信息服务；场地租赁服务；工程勘察

活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调查；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环境治理规划

设计与咨询；自然灾害调查、土地调查、地质灾害评估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的开发、销售、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计算机系统集成；安防

工程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技术转让；互联网信息

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主要股东：武文杰持有 53.12%股份，武景堂持有 16.88%股份，徐少英持有 10%

股份，武立刚持有 10%股份，牛俊锋持有 10%股份。 

5、河北宇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宇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区寺家庄镇远航路 8号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

备制造基地 19号楼  

法定代表人：肖印增 

注册资本：30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85MA0G3K6B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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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21 年 3月 15日  

经营范围：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教育软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及技术服；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服务；计算机

系统服务；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广告业务；展览展示服务；工艺品、日

用百货、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通讯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仪器仪表、健

身器材、乐器、体育用品、文具用品、办公家具、Ⅰ类医疗器械。 

主要股东：肖印增持有 53.33%股份，崔艳娜持有 46.67%股份。 

6、河北泽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河北泽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地址：石家庄市新石中路 377号物联网大厦 1712室   

法定代表人：王加才   

注册资本：780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1771338587H 

成立日期：2005 年 3月 3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电子产品、仪器仪表的设计、研发、销售及服务；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互联网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处理技术、可视化技术、计算

机信息技术、气象信息、大数据、人工智能、自动化技术的开发、技术服务、技

术咨询；软件测试；气象服务；气象仪器设备的销售及维修；信息技术服务；数

据处理与存储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冷链验证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

术推广、技术转让；因特网信息服务。 

主要股东：王加才持有 43.32%股份，刘芳持有 41.29%股份。 

（二）关联关系及履约能力 

河北汇利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河北军科智造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世纪

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河北恒宏科技有限公司、河北宇琳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河北泽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

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

其他关系。 

公司将在受让方完成全部转让价款的支付后办理产权转移登记，因此本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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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不存在交易款项收回的或有风险。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权证编

号 

不动产

单元号 
权利人 位置 

使用期

限 
用途 

权利类

型 

权利性

质 

涉及土地

不动产权

证 

建筑面积（㎡） 
评估单价

（元） 

评估价值总

价（万元） 

冀2021

鹿泉区

不动产

权第

0000725

号 

1301851

03001GB

00020F0

0110001 

石家庄

科林电

气股份

有限公

司 

石家庄市鹿泉区寺

家庄镇远路8号科林

电气高端智能电力

装备制造基地11、

15、16、19、20号楼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2068年5

月8日止 

工业用

地/厂

房 

国有建

设用地

使用权

/房屋

所有权 

出让/

自建房 

冀2018鹿

泉区不动

产权第

0006438号 

11号房屋2,852.48 

3,571.00 

1,018.62  

15号房屋2,852.48 1,018.62  

16号房屋2,852.48 1,018.62  

19号房屋2,852.48 1,018.62  

20号房屋2,852.48 1,018.62  

合 计 14,262.40 3,571.00 5,093.10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11、15、16、19、

20号厂房及其对应的土地使用权的账面原值4,064.59万元，已计提折旧38.43万元，

账面净值4,026.16万元。 

河北永信瑞诚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在依据实际状况充分、全面分析影响

估价对象房地产重置成本价格的各项因素后，出具了《房地产估价报告》（冀永信

瑞诚[2021]房估字第056号），具体评估结论如下：采用成本法的评估结果，以2021

年3月3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评估总值为5,093.10万元（人民币大写：伍仟

零玖拾叁万壹仟元整）。 

本次交易价格以河北永信瑞诚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房地产估价

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结合石家庄市周边区域的市场价值及升值预期，

以及公司前期对厂房的建设费用支出等综合因素，最终协商确定交易价格为含税

价共计人民币6,349.99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拟出售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不存在质押和涉及该资产的诉讼、

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等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事项。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1年3月22日分别与河北汇利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河北军科智

造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河北恒宏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宇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泽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厂房转让

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出让方（以下简称甲方）：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7 
 

受让方（以下统称乙方）：河北汇利通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河北军科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河北世纪建筑材料设备检验有限公司、河北恒宏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宇琳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北泽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1、坐落位置：该房屋坐落于科林电气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11、15、16、

19、20号厂房，所属不动产权证书编号为《冀（2021）鹿泉区不动产第000725号》。 

2、房屋结构：该房屋为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主体四层。一层高度为7.2米；

二层高度4.2米，楼面承重5kn∕㎡；三层高度4.2米，楼面承重5kn∕㎡；四层高

度4.2米，楼面承重3.5kn∕㎡。 

3、消防等级：该房屋设计消防等级为“厂房戊类”。 

4、房屋用途：厂房。 

5、房屋建筑面积：该房屋不动产权证建筑面积合计为14,262.40平方米。 

6、房屋用地面积：本项目报请政府规划部门批准的建筑容积率为1.30，由此

计算得出该房屋用地面积为10,982.04平方米（计公式：房屋用地面积＝房屋建筑

面积×0.77）。 

（二）合同价款及相关费用 

1、甲乙双方约定按下述方式计算合同价款： 

合同总价款=房屋建筑面积×每建筑平方米单价。 

2、该房屋合同价款总金额6,349.99万元。  

3、上述合同转让价款已包含房屋建筑物占用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房屋用地面

积为计算土地使用税的缴税依据。在房屋交付使用之前，其用地面积所产生的土

地使用税由甲方承担，房屋交付之后由乙方承担。乙方不能独立缴纳时由甲方代

收代缴。 

4、房屋交付之后所发生的水费、电费、天然气费、取暖费、通讯网络费、物

业费及相关税费均由乙方承担并自行向相关部门交纳，由于无法分户计量或乙方

不能独立交费的由园区物业管理公司依照政府规定的标准代收代缴。 

（三）付款方式及期限 

甲乙双方协商同意执行下列付款方式： 

（1）本合同签订之日起7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3,809.99万元，至合同总价款

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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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年8月15日前，乙方向甲方支付剩余40％的合同转让价款，计人民

币2,540.00万元。 

（四）乙方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数额支付合同价款，逾期但不超

过90天的，每逾期一日，按照应付款额万分之三的比例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至应付

款项支付完毕之日止，合同继续履行；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数额支付应付合同价款，累计逾期超90天的，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被解除后，乙方应按照合同价款总金额的20％向甲方支

付违约金，甲方在扣除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后，将剩余购房款退还

给乙方。 

3、合同解除时乙方已实际占用（或占有）标的物的，乙方应自甲方解除合同

通知送达之日起壹拾伍日内将房屋（含房屋涉及的土地以及其它附属物）腾空恢

复原状并解除租赁及抵押（如有），每逾期一日，乙方按合同总价款的1%向甲方支

付占用费，并且甲方有权自行或请第三方将房屋（含房屋涉及的土地及其它附属

物）腾空恢复原状，乙方遗留在标的物范围内的物品视为乙方放弃所有权，并可

由甲方任意处置，发生的费用、损失及纠纷，全部由乙方承担。甲方在扣除相关

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后，将剩余购房款退还给乙方。 

（五）房屋交付期限 

1、甲方应在2021年3月28日前，将符合本合同约定交房标准的房屋交付给乙

方使用。如乙方未能足额支付房屋交付前应交的合同款的，甲方有权暂不向乙方

交付房屋。 

2、房屋达到交付条件后，甲乙双方共同进行验收交接并签署《房屋交接确认

书》。 

3、收到或视为收到甲方交房通知后，超过房屋交付时间30日乙方仍未办理房

屋交付手续的，甲方可解除本合同，合同解除后，甲方有权扣除合同总价款的20% 

作为违约金，剩余房款退还乙方，甲方有权将该房屋另行出售。 

4、甲方自该房屋交付之日起，按照国家《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管理办法》

的内容承担相应的保修责任。 

5、合同期间遭遇不可抗力，且甲方已在不可抗力发生之日起15日内告知了乙

方，除双方协商同意解除合同或变更合同外，甲方可据实予以延期交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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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甲方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甲方逾期交付房屋但未超过90日的，每逾期一日，按照乙

方已交房款额每日万分之三的比例向乙方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合同继续履

行；  

2、甲方逾期交付房屋超过90天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合同解除后，甲方应

按合同总金额的2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并将已收取房款全部退还给乙方。 

（七）关于房屋权属转移的约定 

1、甲方应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第四条之约定完成合同价款总金额支付之日起12

个月内，将办理权属登记须由甲方提供的所需资料提交至产权登记机关。如乙方

未能按期达到转移条件，造成甲方逾期报送权属登记资料的，甲方不承担违约责

任并有权顺延报送期限。 

2、在房屋权属过户过程中所发生的税费双方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资产评估费、交易手续费由甲方承担；契税由乙方承担；印花税由

甲乙双方按照规定各自承担）。 

3、如遇本合同所称的不可抗力或国家及当地政府的政策调整，则顺延办理，

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八）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并在甲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合同首笔付款之日

起生效。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闲置资产未涉及人员安置和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未涉及关

联交易事项，未产生同业竞争。本次出售资产交易中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购买石家

庄市寺家庄村北、红旗大街西侧，面积近400亩工业用地作为生产经营土地储备，

现已取得该块土地的全部《不动产权证书》；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同意公司投资建设高端智能电力装备制造基地一期项目，用地面积约300

亩。公司生产经营土地储备出现部分闲置，为进一步降本增效，考虑到目前工业

厂房价格趋势、建设成本和资金收益，对部分闲置厂房及土地使用权进行出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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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盘活存量资产，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有利于公司资产结构优化和管理效率进

一步提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 

本次出售闲置资产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出售后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公司主营业务投入，

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出售闲置资产预计产生1,537.78万元（不含税）的资产转让收益，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7.03%，本次交易对公司净

利润的影响及具体会计处理以年审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二）分别与受让方签署的《厂房转让合同》 

（三）《房地产估价报告》（冀永信瑞诚[2021]房估字第056号）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