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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97 证券简称：欧亚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1—037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土地使用权向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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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资标的名称：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

增资金额：61,710 万元，其中 5,18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56,52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资已经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特别风险提示：增资标的主营业务商业服务与整体市场环境、

个性消费需求具有较高的关联度，上述情况的变化将会对本次增资产

生一定影响。

一、增资概述

（一）增资的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以持有的土地使用权向子公司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欧亚卖场）增资 61,710 万元，其中 5,18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56,52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了第十届董事

会 2021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 9 人。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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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以土地使用权向子公司增资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持有的

土地使用权向子公司欧亚卖场增资人民币 61,710 万元，其中 5,18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56,52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公司 3 名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专项审核，认为：公司本次以

土地使用权向子公司增资，涉及的相关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

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符合标的资

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结果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

估对象的实际状况，评估价值公允、准确。本次增资是经营工作的实

际需要，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利益，提高了公司在子公司

中的股权占比，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将产生积极影响。同意本次

增资事项。

本次增资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增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地

址：长春市工农大路 1128 号。法定代表人：曹和平。注册资本：15,908

万元人民币。公司主要经营批发和零售业务。

三、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长春欧亚卖场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住所地：朝阳区开运街 196 号(现开运街 5178 号)。

法定代表人：于志良。

注册资本：52,852.5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20,958.75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39.66%；长春亚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0,9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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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68%；自然人共出资 20,958.75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39.66%。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经销百货、预包装兼散装食品、五金、交电、服装鞋

帽、家用电器；广告业务；会议及展览服务；场地租赁；企业管理服

务等（以工商注册为准）。

（二）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欧亚卖场资产总额 555,204.88 万元，

负债总额 342,757.30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340,946.78 万元，银

行贷款 145,000.00 万元，所有者权益 212,447.58 万元。2020 年，

实现营业收入 155,254.32 万元，实现净利润 21,206.72 万元（已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止 2021 年 9 月 30 日，欧亚卖场资产总额 527,296.32 万元，

负债总额 338,133.63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 329,480.62 万元，银

行贷款 164,700.00 万元，所有者权益 189,162.69 万元。2021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3,970.79 万元，实现净利润 20,318.42 万元（未

经审计）。

四、评估情况

1、宗地评估情况

（1）宗地基本情况

该宗地位于长春市开运街 196 号，面积合计 177,995.70 平方米，

其中：商业用地编号为“长国用（2002）字第 040125515 号”，终止

日期 2040 年 7月 25 日，用途为商服，使用权类型为出让，土地面积

为 92,974 平方米；工业用地编号为“长国用（2001）字第 040122610

号”，终止日期 2040 年 7 月 25 日，用途为工业，使用权类型为出让，

土地面积为 85,021.70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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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地评估情况

以 2021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市

场比较法对公司的商业和工业用地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众华评报

字[2021]第 112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价值为 61,710 万元。

2、增资标的评估情况

截 止 2021 年 8 月 31 日 ， 欧 亚 卖 场 的 账 面 资 产 总 计

5,286,080,530.72 元，负债合计 3,391,455,601.34 元，所有者权益

合计为 1,894,624,929.38 元，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

出具了 XYZH/2021CCAA20223 号《审计报告》。

以 2021 年 8 月 31 日为基准，辽宁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

产基础法及收益法对欧亚卖场的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价值评估，经过分

析，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值，并出具了众华

评报字[2021]第 111 号《资产评估报告》，评估价值为 629,075 万元。

五、增资后的注册资本

本次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向欧亚卖场增资61,710万元，其中5,185

万元计入注册资本，56,52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后，欧亚卖场

注册资本由 52,852.50 万元增加到 58,037.50 万元。公司出资由

20,958.75 万元增加到 26,143.75 万元，注册资本占比由 39.66%变更

为 45.05%；长春亚商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0,935.00 万元，注册

资本占比由 20.68%变更为 18.84%；自然人共出资 20,958.75 万元，

注册资本占比由 39.66%变更为 36.11%。

六、增资目的及影响

本次增资是经营工作的实际需要，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

东利益，提高了公司在子公司中的股权占比，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

况将产生积极影响。

七、增资的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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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资标的风险

增资标的主营业务商业服务与整体市场环境、个性消费需求具有

较高的关联度，上述情况的变化将会对本次增资产生一定影响。

（二）针对上述风险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坚持市场引导、需求引领、创新驱动的原则，继续依托欧

亚品牌的良好口碑，持续发挥综合体的业态模式优势、功能组合优势

和体量竞争优势，将欧亚卖场打造成一流企业，巩固现有消费客层群

体，努力开发新的效益增长极，进一步满足市场发展和消费变化的需

求。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关于对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向子公司

增资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众华评报字[2021]第 112 号《资产评估报告》；

（三）XYZH/2021CCAA20223 号《审计报告》；

（四）众华评报字[2021]第 111 号《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