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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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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原名“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尔智家” 、“上市

公司” 、“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11月21日下午在海尔信息产业园董事局

大楼202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本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出席人数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2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由董事长梁海山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海尔转债”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

对0票、弃权0票）

海尔智家在最近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自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11月

21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海尔转债（110049）”（以下简称“海尔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

（14.20元/股）的120%（即不低于17.04元/股），根据《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触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赎回条款。

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海尔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海尔转债”

全部赎回。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前赎回 “海尔转

债”的提示性公告》（编号：临2019-077）。

二、审议通过《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尔集团公司向公司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解决海尔智家子公司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空调” ）、合肥海尔塑

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塑胶” ）、武汉海尔电冰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冷柜” ）和

武汉海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空调” ）的土地、房产瑕疵问题，切实履行海尔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集团” ）及海尔智家历史上出具的关于解决产权瑕疵问题的相关

承诺，合肥空调、合肥塑胶、武汉冷柜、武汉空调拟向海尔集团定向增发注册资本用于购买海

尔集团持有的合肥、武汉相关土地（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肥空调、合

肥塑胶、武汉冷柜和武汉空调仍为海尔智家的控股子公司。

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1、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合经开国用（2008）第090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合肥空调厂

房的60,158.97平方米（90.24亩）土地及23,217.60平方米（34.83亩）空地分割后对合肥空调进

行增资， 根据海尔集团历史承诺及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 增资总金额为1,

222.95万元，其中9.46万元计入合肥空调注册资本，1,213.49万元计入合肥空调资本公积。根据

海尔集团历史承诺，90.24亩合肥土地增资金额为180.48万元 （即根据历史承诺， 仅为2万元/

亩），注入合肥空调涉及的相关税费由合肥空调实际承担。

2、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合经开国用（2008）第090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合肥塑胶厂

房的65,977.10平方米（98.96亩）土地分割后对合肥塑胶进行增资，根据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

经各方友好协商，增资金额为2,968.97万元，其中736.61万元计入合肥塑胶注册资本，2,232.36

万元计入合肥塑胶资本公积。

3、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武开国用（2015）第48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武汉冷柜厂房的

57,779.45平方米（86.66亩）土地分割后对武汉冷柜进行增资，根据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各

方友好协商，增资金额为4,177.45万元，其中713.02万元计入武汉冷柜注册资本，3,464.43万元

计入武汉冷柜资本公积。

4、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武开国用（2015）第48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武汉空调厂房的

68,115.72平方米（102.17亩）土地分割后对武汉空调进行增资。根据海尔集团历史承诺，海尔

集团本次拟向武汉空调增资注入的102.17亩武汉土地的增资金额为153.26万元 （即根据历史

承诺， 仅为1.5万元/亩），102.17亩武汉土地增资注入武汉空调涉及的相关税费由武汉空调实

际承担。

截至本次会议召开之日，武汉空调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尚需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备案确认， 武汉空调本次增资尚需经武汉空调股东大会及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如

需）审批通过，武汉空调其他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武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武汉

市城镇集体合作工业中心等是否同步参与增资亦需与相关股东及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进一步进行沟通协商。为提高交易效率，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继续执行武汉空调本

次增资的后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相关方磋商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等，授权期限至海尔集

团向武汉空调完成增资并办理完成土地、房产变更手续之日。

海尔集团为海尔智家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海尔集团为海尔智家的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梁海山、谭丽霞、李华刚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实

际参与表决的董事6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证公字〔2011〕5号）（以下简称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的重大关联交

易。

本次会议召开之日前12个月内公司与海尔集团之间已发生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

非日常关联交易与本次关联交易的合计金额占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不足5%，根

据《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海尔智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账面值与交易金额（以孰高者为准）占海尔智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净资产的比例均未达到50%，即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为保证上述交易的有序开展，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增资协议》等与上

述交易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同时授权相关人员具体办理与上述交易相关的交割、审批、备案等

事宜。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公告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尔集团公司向公司

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2019-078）。

三、审议通过《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

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

（国函〔2019〕97号），公司作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拟对《公司章

程》中涉及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股东提案和召开程序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

公告》（编号：临2019-079）。

四、审议通过《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表决结

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

（国函〔2019〕97号），公司作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拟对《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中涉及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股东提案和召开程序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修改

内容详见本公告附件：《〈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拟修订内容》。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附件：《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拟修订内容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

（国函〔2019〕97号）及拟修改的《公司章程》，公司作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并在境外上市的股

份有限公司，拟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中涉及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股东提案和召开程序

等相关内容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序号 原条文 修改后条文 修改依据或原因

1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公司” ）股东大会及其参会者的行为，提高股东

大会议事效率，保证股东大会会议程序及决议的合

法性，充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

《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

特别规定》、《德国证券交易法》（以下简称 《德国

证券交易法》）、《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法兰克福上市规则》）（《德国证券交

易法》、《法兰克福上市规则》以及欧盟关于证券发

行及交易的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为“法兰克福证券交

易所相关上市规定” ）和《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以及国家现行的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特制定本规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及其参

会者的行为，提高股东大会议事效率，保

证股东大会会议程序及决议的合法性，

充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规则》）、

《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

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国务院关于调

整适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德国证券

交易法》、《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法兰克福上市规则》）

（《德国证券交易法》、《法兰克福上市

规则》以及欧盟关于证券发行及交易的

相关规定以下合称为“法兰克福证券交

易所相关上市规定” ）和《海尔智家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以及国家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特制定本规则。

《国务院关于调

整适用在境外上

市公司召开股东

大会通知期限等

事项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号）

2

第十四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应当于会议召

开45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

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20日前，将出

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在该会议上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达到在该会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

股份总数1/2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5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

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

通知，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第十四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当

参照本规则第二十九条关于召开股东大

会的通知时限要求发出通知， 通知中将

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

告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国务院关于调

整适用在境外上

市公司召开股东

大会通知期限等

事项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号）

3

第二十九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议召开45

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及开会的

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拟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20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

回复送达公司。公司在计算起始期限时，不应当包

括会议召开当日。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股东大会上

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件

送出， 受件人地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对

内资股股东， 股东大会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进

行。

前款所称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45日至50日

的期间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报刊

上刊登，一经公告，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收到有

关股东会议的通知。

对外资股东，公司可以依照公司境外上市地相

关规定以适当的方式进行通知。

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20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

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达到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2以上的， 公司可

以召开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5日内将会

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

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股东大会。临

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知未载明的事项。

上述所称公告，指公司将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

事项，应当在《上海证券报》和、另一家中国证监会

指定报纸以及上市地上市规则要求的媒体刊登。会

议通知一经公告，视为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已经收

到股东大会的通知。

第二十九条 公司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应

当于会议召开20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公

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应当于会议召开

前15日发出书面通知， 通知中将会议拟

审议的事项及开会的日期和地点告知所

有在册股东。

股东大会通知应当向股东（不论在

股东大会上是否有表决权）以专人送出

或者以邮资已付的邮件送出， 收件人地

址以股东名册登记的地址为准。 对内资

股股东， 股东大会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

式进行。

前款所称公告， 应当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一家或者多家报刊上刊登， 一经

公告， 视为所有内资股股东已收到有关

股东会议的通知。

对外资股东， 公司可以依照公司境

外上市地相关规定以适当的方式进行通

知。

临时股东大会不得决定通知未载明

的事项。

上述所称公告， 指公司将召开股东

大会的有关事项，应当在《上海证券报》

和另一家中国证监会指定报纸以及上市

地上市规则要求的媒体刊登。 会议通知

一经公告， 视为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已

经收到股东大会的通知。

《国务院关于调

整适用在境外上

市公司召开股东

大会通知期限等

事项规定的批

复》（国函

〔2019〕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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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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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19年11月21日下午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占公司监事总数的100%，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

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20日以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的

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培华先生主持。经与

会监事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审议通过《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尔集团公司向公司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为解决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智家” 、“上市公司” 、“公司” ）子公司

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空调” ）、合肥海尔塑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

肥塑胶” ）、武汉海尔电冰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冷柜” ）和武汉海尔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武汉空调” ）的土地、房产瑕疵问题，切实履行海尔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海尔

集团” ）及海尔智家历史上出具的关于解决产权瑕疵问题的相关承诺，合肥空调、合肥塑胶、

武汉冷柜、武汉空调拟向海尔集团定向增发注册资本用于购买海尔集团持有的合肥、武汉相

关土地（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肥空调、合肥塑胶、武汉冷柜和武汉空

调仍为海尔智家的控股子公司。

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1、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合经开国用（2008）第090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合肥空调厂

房的60,158.97平方米（90.24亩）土地及23,217.60平方米（34.83亩）空地分割后对合肥空调进

行增资， 根据海尔集团历史承诺及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 增资总金额为1,

222.95万元，其中9.46万元计入合肥空调注册资本，1,213.49万元计入合肥空调资本公积。根据

海尔集团历史承诺，90.24亩合肥土地增资金额为180.48万元 （即根据历史承诺， 仅为2万元/

亩），注入合肥空调涉及的相关税费由合肥空调实际承担。

2、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合经开国用（2008）第090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合肥塑胶厂

房的65,977.10平方米（98.96亩）土地分割后对合肥塑胶进行增资，根据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

经各方友好协商，增资金额为2,968.97万元，其中736.61万元计入合肥塑胶注册资本，2,232.36

万元计入合肥塑胶资本公积。

3、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武开国用（2015）第48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武汉冷柜厂房的

57,779.45平方米（86.66亩）土地分割后对武汉冷柜进行增资，根据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各

方友好协商，增资金额为4,177.45万元，其中713.02万元计入武汉冷柜注册资本，3,464.43万元

计入武汉冷柜资本公积。

4、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武开国用（2015）第48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武汉空调厂房的

68,115.72平方米（102.17亩）土地分割后对武汉空调进行增资。根据海尔集团历史承诺，海尔

集团本次拟向武汉空调增资注入的102.17亩武汉土地的增资金额为153.26万元 （即根据历史

承诺， 仅为1.5万元/亩），102.17亩武汉土地增资注入武汉空调涉及的相关税费由武汉空调实

际承担。

截至本次会议召开之日，武汉空调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尚需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备案确认， 武汉空调本次增资尚需经武汉空调股东大会及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如

需）审批通过，武汉空调其他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武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武汉

市城镇集体合作工业中心等是否同步参与增资亦需与相关股东及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进一步进行沟通协商。为提高交易效率，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董事长继续执行武汉空调

本次增资的后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相关方磋商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等，授权期限至海尔

集团向武汉空调完成增资并办理完成土地、房产变更手续之日。

海尔集团为海尔智家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海尔集团为海尔智家的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证公字〔2011〕5号）（以下简称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的重大关联交

易。

本次会议召开之日前12个月内公司与海尔集团之间已发生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

非日常关联交易与本次关联交易的合计金额占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不足5%，根

据《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海尔智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账面值与交易金额（以孰高者为准）占海尔智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净资产的比例均未达到50%，即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为保证上述交易的有序开展，公司董事会拟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增资协议》等与

上述交易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同时授权相关人员具体办理与上述交易相关的事宜。

本议案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尔集团公司向公司

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编号：临2019-078）。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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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赎回“海尔转债” 的

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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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11月21日出具的《关于核准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912号）文件，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原名“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18日公开发行了30,074,

9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300,749万元。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

管决定书[2019]14号文同意，公司300,749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1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转债简称“海尔转债” ，转债代码“110049” 。

根据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

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20%（含120%）， 公司有权按照本次

可转债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海尔智家的股票在最近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自2019年11月1日至2019

年11月21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海尔转债（110049）”（以下简称“海尔转债” ）当期转股价

格（14.20元/股）的120%（即不低于17.04元/股），已触发“海尔转债”的赎回条款。

2019年11月21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提前赎回“海尔转债”的议案》，批准公司行使“海尔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

日登记在册的“海尔转债”全部赎回。

公司将尽快披露《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海尔转债” 全额赎回及摘牌公告》，明确

有关赎回程序、价格、付款方式及时间等具体事宜。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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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海尔集团公司向公司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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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解决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智家” 、“上市公司” 、

“公司” ）子公司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空调” ）、合肥海尔塑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合肥塑胶” ）、武汉海尔电冰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冷柜” ）和武汉海尔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空调” ）的土地、房产瑕疵问题，切实履行海尔集团公司（以

下简称“海尔集团” ）及海尔智家历史上出具的关于解决产权瑕疵问题的相关承诺，合肥空

调、合肥塑胶、武汉冷柜、武汉空调拟向海尔集团定向增发注册资本用于购买海尔集团持有的

合肥、武汉相关土地（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肥空调、合肥塑胶、武汉冷

柜和武汉空调仍为海尔智家的控股子公司。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海尔集团为海尔智家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9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海尔集团为海

尔智家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海尔智家于2019年11月2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本次交易无需提交海尔智家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交易的影响：本次交易有助于解决合肥空调、合肥塑胶、武汉冷柜、武汉空调的

土地、房产瑕疵，以期实现海尔智家4家子公司在土地和房产方面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交易符

合海尔智家的战略发展目标，有利于促进海尔智家的可持续发展，符合海尔智家全体股东的

长远利益。

● 特别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武汉空调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尚需经有权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武汉空调本次增资尚需经武汉空调股东大会及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部门（如需）审批通过，武汉空调其他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武汉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武汉市城镇集体合作工业中心等是否同步参与增资亦需与相关股东及有权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进一步进行沟通协商。为提高交易效率，海尔智家董事会授权海尔智家董事长就

武汉空调本次增资事项继续与相关方磋商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书；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增资

协议》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同时授权相关人员具体办理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事宜。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方案简介

为解决公司子公司合肥空调、合肥塑胶、武汉冷柜和武汉空调的土地、房产瑕疵问题，切

实履行海尔集团及海尔智家历史上出具的关于解决产权瑕疵问题的相关承诺， 合肥空调、合

肥塑胶、武汉冷柜、武汉空调拟向海尔集团定向增发注册资本用于购买海尔集团持有的合肥、

武汉相关土地。本次交易完成后，合肥空调、合肥塑胶、武汉冷柜和武汉空调仍为海尔智家的

控股子公司。

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1、2019年11月21日，海尔集团、海尔智家、合肥空调签署《增资协议》，海尔集团拟以其持

有的合经开国用（2008）第090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合肥空调厂房的60,158.97平方米（90.24

亩）土地及23,217.60平方米（34.83亩）空地分割后对合肥空调进行增资，根据海尔集团历史承

诺及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增资总金额为1,222.95万元，其中9.46万元计入合

肥空调注册资本，1,213.49万元计入合肥空调资本公积。 根据海尔集团历史承诺，90.24亩合肥

土地增资金额为180.48万元（即根据历史承诺，仅为2万元/亩），注入合肥空调涉及的相关税

费由合肥空调实际承担。

2、2019年11月21日，海尔集团、海尔智家、青岛海尔信息塑胶研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信息塑胶” ）、合肥塑胶签署《增资协议》，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合经开国用（2008）第090

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合肥塑胶厂房的65,977.10平方米（98.96亩）土地分割后对合肥塑胶进

行增资，根据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增资金额为2,968.97万元，其中736.61万元

计入合肥塑胶注册资本，2,232.36万元计入合肥塑胶资本公积。

3、2019年11月21日，海尔集团、海尔智家、青岛海尔特种电冰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

种电冰柜” ）、武汉冷柜签署《增资协议》，海尔集团拟以其持有的武开国用（2015）第48号土

地使用权中对应于武汉冷柜厂房的57,779.45平方米（86.66亩）土地分割后对武汉冷柜进行增

资，根据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增资金额为4,177.45万元，其中713.02万元计入

武汉冷柜注册资本，3,464.43万元计入武汉冷柜资本公积。

4、2019年11月21日，经海尔智家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海尔集团拟以其持

有的武开国用（2015） 第48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武汉空调厂房的68,115.72平方米（102.17

亩）土地分割后对武汉空调进行增资。根据海尔集团历史承诺，海尔集团本次拟向武汉空调增

资注入的102.17亩武汉土地的增资金额为153.26万元 （即根据历史承诺， 仅为1.5万元/亩），

102.17亩武汉土地增资注入武汉空调涉及的相关税费由武汉空调实际承担。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武汉空调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尚需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

案确认，武汉空调本次增资尚需经武汉空调股东大会及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如需）

审批通过，武汉空调其他股东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武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武汉市城

镇集体合作工业中心等是否同步参与增资亦需与相关股东及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进

一步进行沟通协商。为提高交易效率，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继续执行武汉空调本次增

资的后续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相关方磋商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等，授权期限至海尔集团向

武汉空调完成增资并办理完成土地、房产变更手续之日。

为保证上述交易的有序开展，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上述《增资协议》等与上

述交易相关的法律文件并同时授权相关人员具体办理与上述交易相关的事宜。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海尔集团为海尔智家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海尔集团为海尔智家的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上证公字〔2011〕5号）（以下简称

“《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的重大关联交

易。

本公告披露之日前12个月内公司与海尔集团之间已发生的未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非

日常关联交易与本次关联交易的合计金额占最近一期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不足5%，根据

《上市规则》、《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海尔智家《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海尔智家于2019年11月21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账面值与交易金额（以孰高者为准）占海尔智家最近一个会计年度

经审计的资产总额、净资产的比例均未达到50%，即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海尔集团，其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海尔集团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00163562681G

住所 青岛市高科技工业园海尔路（海尔工业园内）

公司类型

海尔集团公司工商登记为股份制企业，根据青岛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出具的说明，认定

海尔集团公司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

法定代表人 张瑞敏

注册资本 31,11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家用电器、电子产品、通讯器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普通机械、厨房用具、工业用机器人制

造；国内商业（国家危禁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批发、零售；进出口业务（详见外贸企业审定

证书）；经济技术咨询；技术成果的研发及转让；自有房屋出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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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1980年3月24日

经营期限 1980年3月24日至无固定期限

（二）最近三年的业务发展情况

海尔集团主要经营投资控股业务，最近三年经营正常。

（三）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海尔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海尔智家（A股+D股，下同）

263,370.20万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为41.36%。

海尔智家与海尔集团存在经股东大会批准的日常关联交易。截至2019年6月30日，海尔智

家对海尔集团的应收账款为669.32万元，海尔智家对海尔集团的应付股利为37,648.64万元。

海尔智家现任董事长梁海山于海尔集团担任董事局副主席，海尔智家现任副董事长谭丽

霞于海尔集团担任执行副总裁， 海尔智家现任监事会主席王培华于海尔集团担任组织部长，

海尔智家现任监事明国庆于海尔集团担任工会主席。

除上述内容及其他已披露的信息外，海尔集团与海尔智家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四）财务状况

根据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市北分所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

告（和信审字（2019）第020145号），截至2018年12月31日，海尔集团资产总额28,221,567.73万

元，所有者权益7,754,585.87万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20,809,293.27万元，净利润1,141,770.17万

元。

三、被增资公司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合肥空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合肥海尔空调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719952395W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工业园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友宁

注册资本 1,2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空调器、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制造、销售；厂房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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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0年6月2日

经营期限 2000年6月2日至2080年6月1日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合肥空调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尔智家 1,200.00 100.00%

合计 1,200.00 100.00%

3、最近12个月内的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最近12个月内，合肥空调不存在股权变动事项。

4、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合肥空调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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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主营业务情况

合肥空调主营业务包括空调器、家用电器及制冷设备的制造、销售，合肥空调已建立8条

先进的内、外机总装生产线，包含分体挂机、分体柜机、海外窗机等三大品类，覆盖帝樽、自清

洁系列等300多个机型。

合肥空调拥有的柔性生产线具有“高可靠、宽范围、易调节、快节奏” 的特性，合肥空调已

成为目前国内技术水平较高、规格品种较全、生产规模较大的专业化空调器生产基地之一。

6、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海尔智家已放弃对合肥空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1-6月

资产总额 135,742.94 168,281.67

负债总额 76,036.94 102,684.20

所有者权益 59,706.00 65,597.47

营业收入 361,518.89 241,099.10

净利润 15,892.71 5,891.47

注1：2018年相关财务数据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市北分所审计，

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信审字（2019）第020032号）

注2：2019年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合肥塑胶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合肥海尔塑胶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11719944555Q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工业园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翟学英

注册资本 3,4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塑料件、塑料成型模具及成型设备生产、销售，塑料原料销售，五金产品的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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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0年5月26日

经营期限 2000年5月26日至2080年9月30日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合肥塑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尔智家 3,200.00 94.12%

信息塑胶 200.00 5.88%

合计 3,400.00 100.00%

3、最近12个月内的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最近12个月内，合肥塑胶不存在股权变动事项。

4、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合肥塑胶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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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主营业务情况

合肥塑胶主营业务包括塑料件、塑料成型模具及成型设备的生产、销售，主要为合肥海尔

洗衣机有限公司、合肥海尔滚筒洗衣机有限公司等海尔旗下洗衣机板块公司提供注塑产品及

钣金产品，其中，注塑产品主要有内筒、外桶、桶底、平衡环、上盖、底台等，钣金产品主要有箱

体、料片、护罩、角板等成品。

6、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海尔智家及其全资子公司信息塑胶均已放弃对合肥空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

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1-6月

资产总额 19,603.58 18,973.55

负债总额 10,674.38 10,016.84

所有者权益 8,929.20 8,956.71

营业收入 46,064.82 20,884.85

净利润 -116.13 27.51

注1：2018年相关数据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市北分所审计，并出

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信审字（2019）第020027号）

注2：2019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三）武汉冷柜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海尔电冰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7646306271

住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工业园海尔园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伟杰

注册资本 4,98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无氟电冰柜及其它制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成立日期 2004年8月20日

经营期限 2004年8月20日至2054年8月20日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武汉冷柜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海尔智家 4,731.00 95.00%

特种电冰柜 249.00 5.00%

合计 4,980.00 100.00%

3、最近12个月内的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最近12个月内，武汉冷柜不存在股权变动事项。

4、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武汉冷柜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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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主营业务情况

武汉冷柜主营业务包括无氟电冰柜及其它制冷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武汉冷柜目前

已形成年产85万台冷柜生产能力，借助地处中原地区优势，重点满足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用

户需求，产品辐射全国市场。

目前武汉冷柜主要产品包括双温柜BC/BD、大冷冻小冷藏、小富豪冷冻柜、大富豪冷冻柜

9H系列产品等。武汉冷柜致力于为用户提供高品质、绿色环保的冷柜产品，同时武汉冷柜开发

生产了经济型双温柜系列产品，以低成本、高节能的特性满足了大众市场消费者的冷柜需求。

6、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海尔智家及其控股子公司特种电冰柜均已放弃对武汉冷柜新增注册资本的优先认购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1-6月

资产总额 37,081.29 39,243.17

负债总额 13,555.67 15,155.28

所有者权益 23,525.62 24,087.89

营业收入 55,667.97 32,536.44

净利润 1,932.30 562.27

注1：2018年相关数据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市北分所审计，并出

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信审字（2019）第020001号）

注2：2019年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四）武汉空调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武汉海尔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177721700H

住所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工业园海尔园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王友宁

注册资本 6,15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空调器、冷柜、冰箱及其他制冷产品、设备的制造、维修及销售。

成立日期 1990年8月28日

经营期限 1990年8月28日至无固定期限

2、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武汉空调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海尔智家 3,690.00 60.00%

武汉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660.00 26.99%

武汉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8.13%

武汉市城镇集体合作工业中心 105.00 1.71%

个人 195.00 3.17%

合计 6,150.00 100.00%

3、最近12个月内的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最近12个月内，武汉空调不存在股权变动事项。

4、权属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武汉空调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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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主营业务情况

武汉空调主营业务包括家用空调器的生产及销售。凭借先进的现代化柔性生产线，武汉

空调主营产品包括400余款高效、节能、健康、环保的家用空调器，特别是舒适、高效、低碳、环

保的无氟变频、除甲醛及自清洁空调，武汉空调致力于不断满足海内外用户个性化需求，为用

户提供舒适高效的住房空气解决方案。

目前武汉空调主要产品包括：B系列节能风挂机、Y系列舒适风挂机、D系列劲铂挂机、卡

萨帝U系列云鼎挂机、卡萨帝V系列天玺挂机、W系列指挥官、简爱X系列、帝尊四代柜机等中

高端分体壁挂和柜机等。

6、其他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武汉空调为股份有限公司，不涉及优先认购权。

7、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9年6月30日/

2019年1-6月

资产总额 243,124.77 255,593.17

负债总额 180,512.54 189,981.38

归母所有者权益 61,985.76 64,788.40

营业收入 408,372.08 208,229.54

归母净利润 6,215.58 4,802.64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青岛分所审计，并出具标准无

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信审字（2019）第020445号）

（五）交易标的：合肥相关土地、武汉相关土地

1、交易标的

海尔集团拟：（1）以其持有的合经开国用（2008）第090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合肥空调

厂房的90.24亩土地及34.83亩空地分割后对合肥空调进行增资；（2） 以其持有的合经开国用

（2008） 第090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合肥塑胶厂房的98.96亩土地分割后对合肥塑胶进行增

资；（3）以其持有的武开国用（2015）第48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于武汉冷柜厂房的86.66亩土

地分割后对武汉冷柜进行增资；（4）以其持有的武开国用（2015）第48号土地使用权中对应

于武汉空调厂房的102.17亩土地分割后对武汉空调进行增资。

2、权属状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海尔集团所持合肥相关土地、武汉相关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抵

押、质押及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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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相关资产运营情况

单位：平方米、万元

权利

所有

人

产权证

宗地

位置

用途

土地使

用权类

型

土地使用

权到期日

拟分割的土

地使用权面

积

土地用途 收购方

截至

2019-6-3

0账面价值

（注1）

截至

2019-6-3

0评估值

海尔

集团

公司

合经开国用

（2008）第

090号

繁华

大道

北

工业 出让 2050.3.3

60,158.97

合肥空调

厂房

合肥空调 110.95 2,707.15

23,217.60 空地 合肥空调 42.82 1,042.47

65,977.10

合肥塑胶

厂房

合肥塑胶 121.68 2,968.97

海尔

集团

公司

武开国用

（2015）第

48号

武汉

经济

技术

开发

区

23MB

地块

工业 出让 2052.1.1

68,115.72

武汉空调

厂房

武汉空调 135.74

4,924.77

（注2）

57,779.45

武汉冷柜

厂房

武汉冷柜 115.14 4,177.45

注1： 分割土地的账面价值按照分割后的土地面积占土地证合计土地面积的比例进行分

摊

注2：海尔集团拟增资注入武汉空调的102.17亩武汉土地评估报告尚需经有权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一）合肥空调

1、评估概况和评估结论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质的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源

和信评估” ）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1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6月30日为评估基

准日，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合肥空调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最终选择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即合肥空调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55,109.40万元。

在收益法评估下，截至2019年6月30日，合肥空调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55,109.40万

元， 与合肥空调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65,597.47万元相比， 评估增值89,511.93万元， 增值率为

136.46%。

在资产基础法评估下，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合肥空调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77,

100.74万元，评估增值11,503.27万元，增值率为17.54%。

2、评估方法的说明

本次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依据评估对象的实际状

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和现行市场价格标准，并参考资产的历史成本记录，以企业继续经营、

资产的继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

评估机构经过对合肥空调财务状况的调查及经营状况分析，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

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合肥

空调的内含价值，故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3、交易定价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1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9年6月

30日，合肥空调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55,109.40万元。根据前述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

合肥空调股东全部权益定价为155,109.40万元， 即海尔集团本次对合肥空调的增资价格确定

为129.26元/每1元出资额。

（二）合肥塑胶

1、评估概况和评估结论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2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6月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合肥塑胶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

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即合肥塑胶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3,

703.91万元。

在资产基础法评估下， 截至2019年6月30日， 合肥塑胶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3,

703.91万元，与合肥塑胶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8,956.71万元相比，评估增值4,747.20万元，增值

率为53.00%。

在收益法评估下，截至2019年6月30日，合肥塑胶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13,794.34万

元，评估增值4,837.63万元，增值率为54.01%。

2、评估方法的说明

本次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依据评估对象的实际状

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和现行市场价格标准，并参考资产的历史成本记录，以企业继续经营、

资产的继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了评估。

根据合肥塑胶经营战略及产品事业部产品型号布局，合肥塑胶2019年下半年开始为合肥

海尔洗衣机有限公司的高端洗衣机产品进行配件供应，企业预期收益大幅提高，但截至评估

报告日企业收益尚未明显提高，未来收益的可实现性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评估机构认为，资

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较为全面合理且更切合本次评估的评估目的，故选择资产基础法评估结

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3、交易定价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2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9年6月

30日，合肥塑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3,703.91万元。根据前述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合

肥塑胶股东全部权益定价为13,703.91万元， 即海尔集团本次对合肥塑胶的增资价格确定为

4.03元/每1元出资额。

（三）武汉冷柜

1、评估概况和评估结论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3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6月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武汉冷柜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

最终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即武汉冷柜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29,176.94万

元。

在收益法评估下，截至2019年6月30日，武汉冷柜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29,176.94万

元， 与武汉冷柜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24,087.89万元相比， 评估增值5,089.05万元， 增值率为

21.13%。

在资产基础法评估下， 截至2019年6月30日， 武汉冷柜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26,

234.09万元，评估增值2,146.20万元，增值率为8.91%。

2、评估方法的说明

本次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依据评估对象的实际状

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和现行市场价格标准，并参考资产的历史成本记录，以企业继续经营、

资产的继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估。

评估机构经过对武汉冷柜财务状况的调查及经营状况分析，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

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企业

的内含价值，故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评估的最终评估结论。

3、交易定价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3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9年6月

30日，武汉冷柜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29,176.94万元。根据前述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武

汉冷柜股东全部权益定价为29,176.94万元， 即海尔集团本次对武汉冷柜的增资价格确定为

5.86元/每1元出资额。

（四）武汉空调

1、预估概况和预估结论

以2019年6月30日为基准日， 正源和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武汉空调股东全

部权益进行了预估，并最终选择收益法结果作为预估结论，即武汉空调股东全部权益的预估

价值为68,072.79万元。

在资产基础法评估下， 截至2019年6月30日， 武汉空调股东全部权益的预估价值为65,

976.00万元，与武汉空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64,788.40万元相比，预估

增值1,187.60万元，增值率为1.83%。

在收益法评估下，截至2019年6月30日，武汉空调股东全部权益的预估价值为68,072.79万

元，预估增值3,284.39万元，增值率为5.07%。

2、预估方法的说明

正源和信评估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依据评估对象的实际

状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和现行市场价格标准，并参考资产的历史成本记录，以企业继续经

营、资产的继续使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了预估。

评估机构经过对武汉空调财务状况的调查及经营状况分析， 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

估目的，适用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结果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企业的内含

价值，故本次预估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预估结论。

3、交易定价

截至2019年6月30日，武汉空调股东全部权益的预估价值为68,072.79万元。武汉空调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将根据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确认后的资产评估报告定价。

（五）合肥相关土地

1、海尔集团拟对合肥空调增资的土地

（1）评估概况和评估结论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1-1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对海尔集团拟用于向合肥空调增资的相关土地分别采用了基准

地价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以两种测算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

结论，即海尔集团拟向合肥空调增资注入的90.24亩合肥土地的评估价值为2,707.15万元，拟向

合肥空调增资注入的34.83亩合肥空地的评估价值为1,042.47万元。

（2）评估方法的说明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不动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规定，现行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剩余法（假设开

发法）等。

合肥市城区有完整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评估对象位于城区基准地价范围内，且此次评

估基准日与基准地价定义的基准日时间上距离较近，采用基准地价法计算出来的结果能比较

客观的反映评估对象地价水平；又因评估对象区域可获得比较客观的年产值和土地征收各项

税费资料，成本逼近法计算出来的结果也较为合理，因此评估机构确定以两种测算结果的算

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结论。

（3）交易定价

根据海尔集团历史承诺，海尔集团拟向合肥空调增资注入的90.24亩合肥土地的交易单价

为2万元/亩，即交易价格为180.48万元，90.24亩合肥土地增资注入合肥空调涉及的相关税费由

合肥空调实际承担。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1-1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9年6

月30日，海尔集团持有的34.83亩合肥空地的评估价值为1,042.47万元，折合约29.93万元/亩。根

据前述评估报告并经友好协商，海尔集团拟向合肥空调增资注入的34.83亩合肥空地的交易价

格为1,042.47万元。

综上，根据海尔集团历史承诺及相关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各方友好协商，海尔集团本次以

其持有的90.24亩合肥土地及34.83亩合肥空地对合肥空调进行增资的增资金额合计为1,222.95

万元。

2、海尔集团拟对合肥塑胶增资的土地

（1）评估概况和评估结论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2-1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对海尔集团拟用于向合肥塑胶增资的相关土地分别采用了基准

地价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以两种测算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

结论，即海尔集团拟向合肥塑胶增资注入的98.96亩合肥土地的评估价值为2,968.97万元。

（2）评估方法的说明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不动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规定，现行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剩余法（假设开

发法）等。

合肥市城区有完整的基准地价修正体系，评估对象位于城区基准地价范围内，且此次评

估基准日与基准地价定义的基准日时间上距离较近，采用基准地价法计算出来的结果能比较

客观的反映评估对象地价水平；又因评估对象区域可获得比较客观的年产值和土地征收各项

税费资料，成本逼近法计算出来的结果也较为合理，因此评估机构确定以两种测算结果的算

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结论。

（3）交易定价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2-1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9年6

月30日，海尔集团持有的98.96亩合肥土地的评估价值为2,968.97万元，折合约30万元/亩。根据

前述评估报告并经友好协商，海尔集团拟向合肥塑胶增资注入的98.96亩合肥土地的交易价格

为2,968.97万元。

（六）武汉相关土地

1、海尔集团拟对武汉冷柜增资的土地

（1）评估概况和评估结论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3-1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6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评估对海尔集团拟用于向武汉冷柜增资的相关土地分别采用了基准

地价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以两种测算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评估

结论，即海尔集团拟向武汉冷柜增资注入的86.66亩武汉土地的评估价值为4,177.45万元。

（2）评估方法的说明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不动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规定，现行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剩余法（假设开

发法）等。

评估对象位于武汉市城区基准地价覆盖范围工业Ⅳ级地，且武汉市基准地价在施行有效

期内，可通过武汉市已有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对评估对象各项用地条件进行分析，采用基准地

价法计算出来的结果能比较客观的反映评估对象地价水平；又因湖北省人民政府制定了明确

的征地补偿标准，评估对象所处区域近年征地开发案例较多，且与评估对象具有可比性，土地

取得费、土地开发费、利润率、土地增值收益等各项数据较易从市场提取，成本逼近法计算出

来的结果也较为合理，因此评估机构确定以两种测算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估对象的最终

评估结论。

（3）交易定价

根据正源和信评估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19）第0153-1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2019年6

月30日，海尔集团持有的86.66亩武汉土地的评估价值为4,177.45万元，折合约48.20万元/亩。根

据前述评估报告并经友好协商，海尔集团拟向武汉冷柜增资注入的86.66亩武汉土地的交易价

格为4,177.45万元。

2、海尔集团拟对武汉空调增资的土地

（1）预估概况和预估结论

以2019年6月30日为基准日， 正源和信评估对海尔集团拟用于向武汉空调增资的相关土

地分别采用了基准地价修正法和成本逼近法进行测算，以两种测算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作为评

估对象的预估结论， 即海尔集团拟向武汉空调增资注入的102.17亩武汉土地的预估价值为4,

924.77万元。

（2）预估方法的说明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一不动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规定，现行的国有土地

使用权的评估方法有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修正法、剩余法（假设开

发法）等。

（下转B5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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