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2019年度第二次董事会会议

决 议 公 告

各承租户 :

2019年 6月 13日 (周 四)下午,公司董事会成员在镇文体

站 305室召开公司 2019年度第二次董事会,公司全体董事、监

事出席本次会议。

会议听取、审议公司近阶段各项工作、相关问题处置及下阶

段工作部署 (PPT)的汇报。

公司董事会对表决事项 (草案)充分讨论,并以记名投票方

式进行表决,全票通过表决事项;董事会全体董事、监事希望公

司下阶段工作严格按照本次董事会所通报情况实施决议。

相关决议为∶

一、公司董事会成员针对 2019年 5月 21日接镇信访

2019-130号交办单关于商铺租赁合同签订、涨租问题进行充分讨

论,一致同意下列意见的实施。

1、 第一邻里中心商铺租金自2009年公开拍租以来,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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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2009年签约金额基数调涨 10%后 (也未在后续签约合约中

明确逐年递增),至今已是 8年 ,从未对商铺租金作出过调整,租

金水平已较大幅度低于周边市场价格。

2、 目前至 2019年 6月 30日 合约到期商铺的 1户 ;7月 31

日合约到期商铺的 22户 ;12月 31日 合约到期商铺的 29户 ,2020

年 12月 31日 合约到期商铺的 3户 ,共 55户 。本次调整系合同

到期后另行确定租金价格,不涉及合同期内租金调整,属正当的

市场行为。

3、 当前公司经营成本逐年递增 (房屋、公共设施修缮、保

安力量增强、其他物业管理费用增加等等),物价上涨、维修修

缮、保洁等等,公司经营成本增加也客观存在,若不对租金作出

调整,公司将无法适应当前形势经营需要。

4、 本次租金调整依据 2019年 3月 13日 召开的公司股东大

会会议决议作出。股东大会上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对商铺租金的调

涨,为切实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已在 3月 18日

根据股东大会所作出的决议对商铺租金调整作出公示。

5、 目前调整价格指导价为周边乡镇 2012年水平 (可 以在昆

山市农办监管平台上查调);各商铺虽然受到微商等经营竞争 ,

生意难做也客观存在,不予否认,但经营由各承租户根据市场自

行决定;公司一方面对目前商铺租金调涨价格与现在周边商铺的

租金作了比较,公司委托第三方评估公司 (昆 山恒正上地房地产

评估造价咨询有限公司)对本区域市场进行专业评估,第三方测



绘公司 (昆 山山水测绘有限公司)对现租赁商铺实际使用面积进

行测绘,公司对进一步规范商铺租赁合同的细则约束,对安全生

产、环境保护等各方面严格落实租户
“主体责任

”,需租户配合管

理;租赁期内租户一旦纳入惩戒名单,公司将一律启动法律程序

进行处理。

6、 根据第三方评估公司昆山恒正土地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及第三方测绘公司昆山山水测绘有限公司对现租赁商

铺实际使用面积进行测绘的实际情况,决定 :

(1)按第三方评估公司昆山恒正土地房地产评估造价咨询

有限公司评估价执行到期合同的签订(昆恒估 2019一字第ZJ第 010

号评估报告、涉及调价商铺价格予以公示 );

(2)按第三方测绘公司昆山山水测绘有限公司对现租赁商

铺实际使用面积计算租赁价格,并在续签合同中明确逐年递增、

设立租户保证金、物业管理进行有偿服务收费条款,确保股东权

益 ;

(3)已 签订租赁合同的,按原合同执行,涉及使用面积与

实际测绘面积不符的9按现租赁价格进行补差 ;

(4)合 同期已满,继续租赁的,需按现行计算合同价执行 ;

对于违反合同约定,有拒交、缓交上年度租金情况的租户,公司

将启动法律程序,依法与其解约处理,追究其法律责任。

二、根据清产核资专项巡察组 6月 3日下发的整改要求∶租

金长期欠缴。



截止 5月 31日 止,锦发富民合作社工业区厂房 28家欠租

558.10万 元;锦发富民合作社第一邻里中心宿舍 15户 561间

欠租 287.62万元 (其 中7家企业租户至今未签订合同,涉及金额

73.35万元);

强村公司万丰邻里中心宿舍 4栋、91间 (1攻 户)欠租

383.12万元 (其 中8家企业租户至今未签订合同,涉及金额 2⒋46

万元);

第一邻里中心和万丰邻里中心商铺 3户 欠租 27.47万元。

涉及 2018年及之前的欠款已全部下发催款通知,承诺在 4

月 30日 前付款的有 8家企业及个人,涉及金额 123.04万 元 (至

今未付 );

第一邻里中心、万丰邻里中心、工业区三个区域欠缴租金共

计壹仟贰佰伍拾陆万叁仟元,Y:125⒍ 30万元 (附件 )。

根据清产核资专项巡察组要求,7月 1日 前将强村公司所属

产权交易合同 (农村集体资产交易)纳入苏州农村产权交易信息

服务平台。欠缴租金在 8月 31日 前催缴完成。董事会成员根据

上述状况,经讨论,决议如下 :

1、 7月 1日 前,所有未签订合同的租户一律取消原合同约定

的优先承租权,对于违反合同约定,有拒交、缓交租金情况的租

户,公司将启动法律程序,依法与其解约处理,追究其法律责任。

2、 合同期已满,继续租赁的,需按现行计算合同价执行 ;

对现租赁厂房、商铺、宿舍按实际使用面积计算租赁价格,并在



续签合同中明确逐年递增、设立租户保证金、物业管理进行有偿

服务收费条款,确保股东权益 ;

3、 已签订租赁合同的,按原合同执行,涉及使用面积与实

际测绘面积不符的,按现租赁价格进行补差。

三、工业区相关企业的决议

1、 昆山市锦溪新华木器厂 (昆 山锦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法人:张华根,拖欠 2017年 11月 至 2019年 11月 厂房租金

26636⒋ 00元 ;拖欠 2013年 6月 至 2016年 10月 电费 20355⒋ 40

元(2016年 9月 28日 使用智能电表前拖欠电费 13235⒎90元 ,使用

智能电表后倍数误差电费 7119⒍50元);拖欠租金、电费共计

469918.40,7E。

2、 昆山市华人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法人:李引华,拖

欠 2018年 1月 至 2019年 12月 厂房租金 123093.00元 ;拖欠 2018

年 1月 1日 至 2019年 12月 31日 宿舍租金 19200,00元 ;拖欠2013

年 6月 至 2016年 8月 电费 129292.00元 ,拖欠租金、电费共计 :

271585.00.7E。

3、 昆山市坂强电子有限公司,法人:陆强,拖欠 2017年 5

月至 2019年 5月 厂房租金 207392.00元 ;拖欠电费 8268⒋40元 ;

拖欠租金、电费共计:29007⒍4元 。

4、 昆山聚源拉链有限公司,法人:郭小元,拖欠 2017年

12月 退租前租金 3203⒋00元 ;共计:32034.00元 。

5、 昆山银豪五金制造厂,法人:高菊根,拖欠 2015年 1



月至2016年 10月 退租前厂房租金2642⒉ 50元 ;拖欠电费24165.07

元;共计:50587.57元 。

6、 昆山荣雪纸品包装厂,法人:顾荷荣,于 2016年 10月

21日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建筑面积 103⒏0平方(一楼 756平方米、

三楼 282.0平方),年租金 124020.00元 ,经职能部门查,其三楼

282.0余平方用于员工住宿,属三合一场所,经停业整顿 (三楼

已搬离),昆 山荣雪纸品包装厂申请三楼退租。

7、 昆山市日利电子有限公司,法人:顾巧荣,于 2017年 7

月 1日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建筑面积 4285平方米,租赁期限从

2017年 9月 1日 至 2020年 12月 31日 。第一年租金 405960.00

元,第二年租金 457380.00元 ,第三年租金 678400.00元 。因签

订合同后,变压器一直达不到供电要求,导致 1200余平方厂房

大功率设各无法使用,申 请 1200余平方厂房退租。

8、 昆山市浩丰针纺有限公司,法人:徐文武,于 2018年 8

月8日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从 2018年 9月 1日 至 2018

年 12月 31日 ,建筑面积 164⒏0平方米,租金计 6262⒋00元。

经相关部门查,昆 山市浩丰针纺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产生太量的

棉质沙粉尘,属易燃、粉尘类污染型企业。

9、 昆山皇裕精密电子有限公司,法人:陈瑞益,于 2017年

9月 20日 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期限从 2017年 10月 10日 至

2019年 10月 9日 ,建筑面积 900,0平 方米,二年合计合同金额

30.00万 元,多 缴 3.0万元。



公司董事会成员针对上述企业情况就合同签订等进行充分

讨论,一致同意执行下列决议。

1、 本次租金调整依据 2019年 3月 13日 召开的公司股东大

会会议决议作出。股东大会上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对租金的调涨 ,

为切实保障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公司董事会是根据股东大

会所作出的决议对租赁价格调整作出公示。

2、 严格执行省委乡村振兴巡视组、昆山市委第三巡视组、

清产核资专项巡察组 6月 3日 下达的第一次整改意见,剖析原因、

以务实举措落实整改。以2015至 2017年三年为例,租赁协议显

示租金与同期市场价格相比累计租金损失约 1800.00万 元。2019

年 3月 厂房租金提至每平方米 18.00元 ,也 比市场价格每平方米

低 10.00元左右,导致部分企业强占租赁厂房,有 的甚至转租第

三方赚取租金差价 (据统计转租面积约 6000平方米),在 2019

年 12月 30日 前完成整改。

3、 启动法律诉讼程序。对昆山市锦溪新华木器厂 (昆 山锦

广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昆山市华人塑料五金制品有限公司、昆

山市坂强电子有限公司、昆山聚源拉链有限公司、昆山银豪五金

制造厂五家企业 (3家在租、2家退租)启 动法律诉讼程序。

4、 解除合同。(1)昆 山市浩丰针纺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

到期至今未签,按安全生产、消防等职能部门综合意见,其补签

2019年 1月 至 12月 合同,其交纳租金后至 2019年 12月 底不再

予以续租;(2)昆 山皇裕精密电子有限公司实际作为仓库使用 ,



存在违规行为,按安全生产、消防等职能部门综合意见,租赁期

至 2019年 10月 9日 止不再续租;

5、 相关企业处理意见。

(1)昆 山荣雪纸品包装厂申请三楼退租,因 自身原因经职

能部门查核属三合一场被查后而申请退租,不 同意退租 (履行原

合同);合 同到期后同意退租。

(2)昆 山市日利电子有限公司因签订合同后,变压器一直

达不到供电要求,导致二楼 1200余平方厂房大功率设各无法使

用,同 意二楼 1200余平方厂房退租;同 意其退租。

6、 合同签订规范相应约束条款,做到权责对等。

(1)合同签订时,先期设定保证金制度。工业区承租厂房

租赁面积每平方不得低于 35.00元 ;承租宿舍每间不得低于 3个

月租金 (企业承租的,授权制定细则 )。

(2)物业管理实施有偿收费。宿舍每间按租赁面积每平方

不得低于 1.00元/月 ;工业区承租厂房按租赁面积每平方不得低

于 1.50元 /月 ;承租商铺按租赁面积每平方不得低于 2.00元 /月 ;

(企业承租的,授权制定细则 )。

(3)工业区内承租厂房企业工业垃圾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自

行处理 (公司不承担租户处置任何工业垃圾费用、除生活垃圾

外),涉及违反环境保护等相关规定,责任自负。

7、 其他事项。

(1)AO厂房涉及无产权、无消防验收等相关法律文件 (证



件),现出租于昆山美优特金属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昆山市荣捷

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昆山敏特尔塑料有限公司和昆山林禾精密五

金有限公司,上述企业合同到期后不再续租,相关企业做好腾退

工作。

(2)涉及昆山市东南木业家具厂转租于昆山品心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在合同期内由东南木业收回转租权,不得续租,具体

由东南木业处置,责任自负。

(3)为 切实有效解决当前工业区租户安环、消防等领域的

问题,按行业分类进行妥善安排合同期内租户,授权对现有存量

厂房暂时性的处理 (租赁价格执行董事会决议);历史遗留问题

处理完毕后,存量厂房一律予以拍租。

四、根据苏州市、昆山市总体布署要求及镇相关工作指示精

神,一致同意关于公司管辖区域内限期拆除违章建设、阻碍消防

通道等行为的进行集中开展整治行动。妥善面对当前复杂处理事

项,特别是安环消防领域攻坚等各项工作任务。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