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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土地收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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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就
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西路 191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储备
事宜达成协议，收储总价为 90384 万元。上海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与上海市静安区
土地储备中心就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00 号国有土
地使用权收购储备事宜达成协议，收储总价为 196788 万元。
两处房地产收储总价合计为 287172 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一、交易概述
近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公司全
资子公司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鼓风机厂”
）与上海市
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分别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
，就位
于静安区广中西路 191 号、共和新路 3000 号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储

备事宜达成协议。广中西路 191 号房地产的收储总价为 90384 万元，
共和新路 3000 号房地产的收储总价为 196788 万元，两处房地产收储
总价合计为 287172 万元。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会五届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涉及金额
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交易对方：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
法定代表人：董瑜
企业性质：事业单位
注册地址：上海市大统路 480 号
主要职能：根据上海市静安区总体城市规划、年度供地计划和市
场需求，编制土地储备年度计划，制定相关工作标准、操作规范等；
对收购、储备的土地组织前期开发和管理，做好储备土地的管护及供
应的准备工作，为增强政府对土地供应的调控提供工作支持；编制静
安区土地储备收支预算，规范执行土地储备项目各项经费支出，在区
政府有关部门的指导、监督下有效管理，确保收购、储备土地做到科
学性、规范性、合理性；承担对需盘活的存量土地、因城市规划建设
需调整的土地进行收购储备及前期开发和管理工作等。
经自查，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与上海电气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无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西路 191 号(彭浦镇 313 街坊

13/2 丘）
、共和新路 3000 号(大宁路街道 344 街坊 5 丘）两块房地产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广中西路 191 号房地产，
土地面积 50217.72 ㎡
（约合 75.33 亩），
建筑面积为 40533.67 ㎡。产证记载权利人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目前广中西路 191 号房地产由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租赁作为
生产经营场地使用。
共和新路 3000 号房地产，
土地面积 109328 ㎡
（约合 163.99 亩），
建筑面积为 76023.38 ㎡，产证记载权利人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
目前共和新路 3000 号为上海鼓风机厂有限公司生产经营场地。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述两处房地产账面价值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地址

土地净值

房屋（附属）净值

合计

1

广中西路 191 号

215,163,890.94

67,400,640.54

282,564,531.48

2

共和新路 3000 号

98,133,536.37

45,972,626.98

144,106,163.35

四、《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主要内容
（一）广中西路 191 号房地产
为支持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公司与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
同》，就公司所持有的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广中西路 191 号国有土地使
用权收购储备事宜达成协议，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对该处房地
产产证范围内的土地实施收购储备。
1、合同金额
广中西路 191 号房地产收储总价 90384 万元。上述房地产的收储
总价包含地上建筑、变电房内的设施设备、停工停业损失、房地产腾
空等一切费用及补偿。该房地产收储单价为 1200 万元/亩。

2、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后，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在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向公司支付合同款的 20%。
（2）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向公司
支付合同款的 30%。
（3）公司向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移交权证原件后，上海
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向公司支付合同款的
30%。
（4）公司移交场地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
中心向公司支付合同款的 20%。
3、其他安排
公司负责房地产腾空事项，且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将房屋腾
空的房地产移交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
目前广中西路 191 号房地产由上海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自仪公司”）租赁作为生产经营场地使用,自仪公司将停工搬迁
配合本次收储事宜。根据公司与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签订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合同》以及公司与自仪公司签订的《租赁合同》
相关条款约定，公司将向自仪公司支付搬迁补偿费用 2990 万元，包
含搬迁的固定资产损失、停工损失和搬迁费用等。由于自仪公司为公
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次公司支付搬
迁补偿涉及关联交易，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电气关于支付搬
迁补偿之关联交易公告》
。
（二）共和新路 3000 号房地产
为支持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鼓风机厂与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签署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
合同》
，就鼓风机厂所持有的位于上海市静安区共和新路 3000 号国有
土地使用权收购储备事宜达成协议，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对该
处房地产产证范围内的土地实施收购储备。
1、合同金额
共和新路 3000 号房地产收储总价 196788 万元。上述房地产的收
储总价包含地上建筑、变电房内的设施设备、停工停业损失、房地产
腾空等一切费用及补偿。该房地产收储单价为 1200 万元/亩。
2、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生效后，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向鼓风机厂支付合同款的 20%。
（2）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向鼓风
机厂支付合同款的 30%。
（3）鼓风机厂向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移交权证原件后，
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在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向鼓风机厂支付合
同款的 30%。
（4）鼓风机厂移交场地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上海市静安区土地
储备中心向鼓风机厂支付合同款的 20%。
3、其他安排
鼓风机厂负责房地产腾空事项，且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将房
屋腾空的房地产移交上海市静安区土地储备中心。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两处房地产的收储是公司支持上海市静安区对土地资源的
综合开发利用，响应上海市静安区土地规划要求进行的交易，公司通

过本次交易收到的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的运营资金，为公司从传统制
造向智能制造转型发展提供支持。两项土地收储交易预计将在 2020
年完成，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广中西路 191 号和共和新路 3000
号土地收储交易金额分别为 90384 万元和 196788 万元，在扣除账面
净值、土地增值税、搬迁补偿费用等支出后，预计公司因本次交易将
在 2020 年分别产生约 2.2 亿元和 8 亿元的土地转让净收益；具体对
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金额以经审计师年度审计后的金额为准。公司将
继续积极关注本次土地收储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公告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