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879

证券简称：航天电子

公告编号：临 2019-039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受让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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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如下：
1、2019 年度与控股股东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简称“航天时代”）
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总额预计将不超过 400,000.00 万元（该事项已经公
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增资北京航天时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涉及
关联交易金额总计 5,502.0154 万元。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拓展发展空间，公司全资子公司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航天电工”）
将协议受让航天时代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2MB 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用
于高端产品研发中心建设。
因航天时代为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构成了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
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控股股东航天时代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未经股东大
会审议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航天电工协议受让控
股股东航天时代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1、航天时代基本情况
航天时代成立于 1989 年 4 月 1 日，注册资本为 261,742.81 万元，为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航天科技集团”）全资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
主要经营通讯设备、精密电位机、测控设备、数据传输设备、电子仪器仪表及其
他电子工程设备的设计、生产、销售；计算机、惯性平台系统、捷联惯性系统、
信号调节器、导航仪及其他电子系统的设计、生产、销售；集成电路、电连接器、
继电器、传感器、印制板、微波器件、电缆网及其他电子元器件产品的生产、销
售。航天时代公司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表所示：
航天时代近三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年度
科目

2016 年

2017 年

单位：万元
2018 年

总资产

3,872,232

4,541,356

5,187,135

净资产

1,527,567

1,937,820

2,040,126

营业收入

1,825,051

1,952,219

2,040,675

92,838

99,057

94,519

净利润

2、航天电工基本情况
航天电工成立于 2002 年 12 月 26 日，注册资本为 63,762.98 万元，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电工技术研发；新材料的开发和应用；电线电缆制造、安
装；电缆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开发产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业务（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电工、电气设备制造
及销售。航天电工公司近三年经营状况如下表所示：
航天电工公司近三年经审计财务数据
年度
科目

2016 年

单位：万元

2017 年

2018 年

总资产

397,339

432,833

454,232

净资产

107,391

115,207

125,394

营业收入

389,862

440,065

475,831

8,738

9,822

13,055

净利润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航天电工协议受让航天时代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2、权属状况说明
拟协议受让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原属于航天时代全资子公司长天电工技术
有限公司所有，长天电工技术有限公司于 2017 年注销后，受让资产产权依法转
移至航天时代。交易涉及的土地面积为 11,411.19 平方米，用途为工业用地，权
利性质为出让，使用期限至 2049 年 12 月 30 日；交易涉及的房产建筑面积为
7,052.86 平方米。上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不动产权证编号为【鄂（2018）武汉
市经开不动产权第 0024500 号】。
拟受让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权属清晰，未设定抵押等其他限制权利，不存在
权属纠纷或其他争议。
3、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1)交易涉及的土地
单位：元
项目
账面原值
摊销或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是否经过审计

2018 年度

2019 年半年度

5,004,970.49

5,004,970.49

500,497.08

750,745.62

4,504,473.41

4,254,224.87

已审计

未审计

(2)交易涉及的房产
单位：元
项目
账面原值
已计提的折旧
账面净值
是否经过审计

2018 年度

2019 年半年度

14,242,900.81

14,242,900.81

413,439.73

638,952.31

13,829,461.08

13,603,948.50

已审计

未审计

（二）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关联交易标的的评
估机构，该评估机构具备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2、评估基准日：2018 年 8 月 31 日

3、采用的评估方法：交易涉及的土地使用权选用市场法和基准地价修正法进
行评估；房产使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4、评估结果：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房屋类资产

1,397.98

1,325.18

-72.80

-5.21

土地使用权

467.13

819.32

352.19

75.39

1,865.11

2144.50

279.39

14.98

合计

5、评估报告备案情况：
本次事项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取得航天科
技集团的备案文件。
（有关评估详情请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本公告附件《关联交
易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评估报告》）
（三）关联交易定价的合理性分析：
本次协议受让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受让价格以评估值为依据确定，此交易定
价合理，符合市场化原则。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
甲方：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
乙方：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拟受让土地使用权
及房产评估值为 2,144.50 万元，双方商定的交易价格为 2,144.50 万元。
3、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
4、支付期限：
乙方应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且在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向甲
方指定资金帐户支付全部实物资产转让款。甲方须在其指定帐户收到上述实物资
产转让价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提供（面交或快递）正式的收款收据。

5、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乙方应在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此次实物资产转让的不动产
证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但因不动产变更行政部门的原因导致的延期，乙方不承
担责任。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限办理完毕不动产证变更手续，且逾期 30 个工作
日仍未办理完毕的（由于政府方面原因或不可抗力除外），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且乙方应当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为本次实物资产转让办理不动产证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所需的费用由乙方
承担。
6、合同的生效条件：
（1）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交易文件各方已签署完毕；
（2）甲乙双方都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本次交易所
必需的程序、通过了相应的决议，取得了其履行本协议所必需的批准和授权。
7、违约责任：
(1)本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未按照本协议(包括补充协议、附件、披露附表)
的规定全面、适当、及时地履行其义务(包括但不限于虚假陈述、不履行承诺、
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等)，即构成违约。
(2)除本协议对相关违约责任另有明确约定之外，一方构成违约的，该向另
一方支付相当于该乙方的收购价款金额 20％的违约金，并赔偿另一方实际遭受
的损失以及为追偿损失而支付的合理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财产保全费等)
(3)违约方逾期支付违约金的、应按照转让款总额的每日千分之一的比例另
行向守约方支付迟延违约金。违约方按本协议约定支付违约金，不影响守约方要
求违约方赔偿损失继续履行协议或解除本协议的权利。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航天电工为落实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打造国际总包平台，发展国际化业务，
需要搭建新的研发平台，集中资源开展电线电缆前沿产品研发及智能装备制造领
域所用电线电缆产品的研发，此次协议受让完成后，将为航天电工打造航天电工
公司高端产品研发中心提供充足的场地条件，有利于航天电工可持续发展。

六、本次交易风险情况说明
鉴于航天时代公司为国有独资公司，航天电工公司为国有相对控股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根据《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令第
32 号）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后，受让资产可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交易。
航天时代作为转让方已将受让资产的协议转让事项报告航天科技集团并获批复
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法律障碍。
协议受让资产的权属清晰，未设定抵押等其他限制权利，不存在权属纠纷或
其他争议，本次关联交易亦不存在其他风险。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召开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受让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的议案》。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航天电工拟协议
受让航天时代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2MB 地块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关联交易
事项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
联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航天电工拟协议受让
航天时代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2MB 地块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关联交易事项
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航天电工公司拓展发
展空间，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
将该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于 2019 年 8 月 27 日审
议通过了关于航天电工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受让中国航天时代电子有限公司土地
使用权及房产的议案，并发表意见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航天电工拟协议受让航
天时代位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2MB 地块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关联交易事项遵
循了公平、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有利于航天电工拓展发展空间，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同意将该关联
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八、历史关联交易事项进展情况
2018 年 12 月 3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航天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共同增资北京航天时代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涉及关联交易金额总计 5,502.0154 万元。目前增资工作已完成。
（详情请见 2018
年 12 月 5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九、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
2、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公司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19 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4、关联交易涉及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的评估报告。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9 日

备查文件：1、公司董事会 2019 年第七次会议决议
2、航天时代与航天电工关于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22MB 地块土地
及相关房产的转让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