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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562        证券简称：山水环境        主办券商：华创证券 

 

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扩股并购中林山水（北京）生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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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将子公司

河 南 山 水 生 物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的 注 册 资 本 增 加 到 人 民 币

70,000,000.00 元，即河南山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人

民币 60,000,000.00 元，其中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 25,050,000.00

元，孙继军、彭国禄、司惠丽、赵欣胜、李艺、王超群、李林军、

张国勇、刘立华、周建、李楠、任瑞霞 12 位自然人分别以其持有

中林山水（北京）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林生态”）

的所有股权及张欢持有中林生态的 8,797,670股份（约占中林生态

37.76%的股权）履行出资，合计共同出资 34,950,000.00元，占河

南山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 49.93%。本次交易完成后，河

南山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占中林生态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99.99%，张

欢占中林生态注册资本的比例为 0.01%。中林生态成为河南山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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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河南山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各主要

投资人的投资规模和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山水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现金 35,050,000.00 50.07% 

张欢 股权 13,197,824.78 18.85% 

孙继军 股权 4,500,450.05 6.43% 

彭国禄 股权 3,900,390.04 5.57% 

司惠丽 股权 3,000,300.03 4.29% 

赵欣胜 股权 2,250,225.02 3.21% 

李艺 股权 2,250,225.02 3.21% 

王超群 股权 1,500,150.02 2.14% 

李林军 股权 1,500,150.02 2.14% 

张国勇 股权 750,075.01 1.07% 

刘立华 股权 750,075.01 1.07% 

周建 股权 750,075.01 1.07% 

李楠 股权 300,030.00 0.43% 

上述交易对手中张国勇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构成关联方。

其他交易对手与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

果为：同意 5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回避 1票。董事张国勇作

为关联方回避表决。本次涉及关联交易的金额为 750,075.01 元，

根据公司章程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

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交易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但需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办理相关的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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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一)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一 

交易对手方姓名张欢,性别女，国籍中国，住所为辽宁省盘锦市

双台子区辽河街道化建设区九化生活区北 32幢 2单元 201室,最近三

年担任过中林生态行政负责人。 

2.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二 

交易对手方姓名李楠,性别男，国籍中国，住所为山西省大同市

城区局西楼 15楼 2单元 9号,最近三年担任过中林生态副总经理。 

3.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三 

交易对手方姓名任瑞霞,性别女，国籍中国，住所为沈阳市沈河

区文化路 72号,最近三年担任过中林生态研发人员。 

其他交易对手情况： 

孙继军，男，中国国籍，住所：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路四条 8号

院 6号楼 601； 

彭国禄，男，中国国籍，住所：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城市

花园 10-301； 

司惠丽，女，中国国籍，住所：上海市虹口区长春路 158号 3号

楼 4B室； 

赵欣胜，男，中国国籍，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小府 1号集体； 

李艺，男，中国国籍，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鼓声路 16 号

一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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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超群，男，中国国籍，住所:河南省原阳县城关镇北干道 171

号； 

李林军，男，中国国籍，住所：长沙市岳麓区咸嘉新村嘉明苑 2

栋 303房； 

刘立华，男，中国国籍，住所：河北省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大街福

城福鼎源 1号楼 4单元 701； 

周建，男，中国国籍，住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长潭路 16 号

1栋 1单元 401号。 

4.应说明的情况 

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

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已

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 

交易对手中张国勇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构成关联方。本次交

易定价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以 2017年 9月 30日为估值基准日，根据

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了解中林山水（北京）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项目估

值报告》（卓信大华估报字（2018）第 1003 号），中林生态的股东

全部权益估值结果为 3647.82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对价合

计 34,950,000.00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三、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名称：中林山水（北京）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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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类别：股权 

交易标的所在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白浮泉路 10 号 2 号楼

2层 228室 

股权类资产信息说明：中林生态主要股东张欢持有 880 万股股

份，占股本的比例为 37.77%；孙继军持有 300 万股股份，占股本的

比例为 12.87%；张国勇持有 50 万股股份，占股本的比例为 2.15%。

经营范围为污染治理技术、废物治理技术、生态科技、高分子材料、

生物工程、生物制品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技术推广；技术进出口；专业承包；经济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环境监测；销售仪器仪器、建筑材料、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水处理设备；城市园林绿化服务。（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注册资本 2,330.00 万元，成立

于 2015年 06月 05日。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20,305,049.89

元，负债总额为 2,500,500.19 元，股东权益为 17,804,549.70 元，

营业收入为 17,115.82元，净利润为-1,293,764.67元。 

交易标的成交价格以经审计账面价值或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信

息说明：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8 年 3 月 6

日出具的《中林山水（北京）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瑞

华豫审字【2018】41030004 号），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中林山

水（北京）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益合计为 17,804,549.7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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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拟了解中林山水（北京）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项

目估值报告》（卓信大华估报字（2018）第 1003号），以 2017年 9

月 30日为估值基准日，中林生态的股东全部权益估值结果为 3647.82

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对价合计 34,950,000.00元。 

(二)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 股份转让的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1）甲方愿将持有的中林生态股份转让给乙方，用以认购乙

方新增注册资本。 

（2）乙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且工商变更备案

手续完成后，将相应的乙方新增注册资本工商变更至甲方名下。 

2. 转让方保证对其拟转让给受让方的股份拥有完全处分权，

保证该股份没有设定质押，保证股份未被查封，并免遭第三人追索，

否则转让方应当承担由此引起一切经济和法律责任。 

3. 工商登记 

本协议书生效后，转让方应当协助公司及受让方及时办理相应

的工商变更或备案手续，履行相应的签字手续或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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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其他配合方式。 

(二)交易定价依据 

1.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中林

山水（北京）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项目估值报告》（卓

信大华估报字（2018）第 1003号）。 

2. 本次交易为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说明如下 

根据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水环境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了解中林山水（北京）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

值项目估值报告》（卓信大华估报字（2018）第 1003号），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估值基准日，中林生态的股东全部权益估值结果为

3647.82万元，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交易对价合计 34,950,000.00元。

本次交易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显失公允的

情形。 

(三)时间安排 

协议约定标的的交付时间以协议书或双方约定为准，过户时间以

协议书或双方约定为准。 

五、本次交易对于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旨在增强技术水平，助力公司经营发展，预计会对公

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的可持续发

展。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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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二）《中林山水（北京）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三）《股权转让协议》； 

（四）《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了解中林山水（北京）生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价值估值项目估值报告》。 

 

特此公告。 

 

 

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5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