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187

证券简称：永清环保

公告编号：2020-076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内部转让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子公司股东内部转让股权情况概述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永清环保”）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0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现金收购江苏康博工业固体废弃物处
置有限公司 7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与杭湘鸿鹄（杭州）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杭湘鸿鹄”）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以
现金 59,500 万元（币种：人民币，以下同）收购其持有的江苏康博工业固体废
弃物处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博固废”或“标的公司”）70%股权。公司已
支付全部股权交易款项并完成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完成康博固废 70%股权的
交割。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公司获悉 2020 年 8 月 27 日杭湘鸿鹄与公司控股股东湖南永清环境
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清集团”）签署《股权转让协议》，杭
湘鸿鹄以现金 12,129.50 万元转让其持有的康博固废 14.27%股份。
本事项为永清集团受让杭湘鸿鹄持有康博固废的股权，是康博固废内部股
东之间的股权转让，不涉及 放弃权利的 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
易，无需公司履行相关审议程序。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
企业名称：杭湘鸿鹄（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2MA280HJPXW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甘水巷 30 号 112 室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09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农银国际（湖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5,11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服务：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
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杭州睿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5,000

99.88%

2

上海中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0

0.11%

3

农银国际（湖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0.01%

95,110

100%

合计

（二）受让方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8161679999XL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地址：浏阳经济技术开发区蓝思一路 6 号
成立日期：1998 年 2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刘正军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保设备设计、开发；环境与生态监测；
环保材料的研发；生物生态水土环境研发与治理；环保设备、环保材料的销
售；项目投资、股权投资、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
用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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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刘正军
股东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刘正军

59,400

99%

刘临风

2

合计

600

1%

60,000

100%

最近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3 月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129,171.23

12,888.70

净利润

2,847.09

53.52

净资产

188,724.71

188,778.24

注：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主要业务
永清集团成立于 1998 年，是一家环保全产业链的生态环境综合服务集团，
旗下有永清环保、深圳永清水务有限责任公司、湖南永清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永清环保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等多家专业子公司。
3、与公司之间关系
永清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永清集团属于公司的关联方。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康博工业固体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17933020590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地址：江苏常熟经济开发区长春路 102 号
成立日期：2006 年 09 月 15 日
法定代表人：易斐文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工业固体废弃物焚烧处置；一般废弃物回收、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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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完成前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70%

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5.73%

杭湘鸿鹄（杭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7%

合计

100%

本次交易完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70%

湖南永清环境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0%

合计

100%

最近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度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度

资产总额

275,020,601.31

348,942,898.45

应收账款总额

34,156,392.67

44,025,466.96

负债总额

60,446,487.64

210,089,282.58

净资产

214,574,113.67

138,853,615.87

营业收入

226,373,347.59

219,101,229.39

营业利润

113,917,339.34

96,804,118.89

净利润

99,141,569.73

84,279,502.2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671,098.18

73,636,587.55

注：2018 年度、2019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与公司之间关系
康博固废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0%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
后，公司持有康博固废股权比例不会发生变化。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双方根据双方共同认可的评估机构正式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5,129.88 万元。经双
方协商同意，本次标的公司 14.27%股份的交易价格为 12,129.50 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
的评估值为定价基础，并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确定，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
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不参与本次股权交易原因
（一）本次康博固废 14.27%股权转让交易，是杭湘鸿鹄、永清集团交易双
方经过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形成的最终结果。
（二）目前康博固废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综合考虑
公司未来发展和实际生产经营的情况，同时公司已对近期后续投资事项和资金
使用进行了规划和安排，公司不参与本次股权交易。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康博固废 70%股权，本次康博固废其他股东
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拥有康博固废的权益不变，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
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8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