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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远达水务增资
暨远达水务收购财信实业 100%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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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远达水务”）增资 25920 万元，同时由远达水务通过并购贷款筹
集剩余资金，收购重庆财信环境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
信环境”）全资子公司重庆财信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信实
业或目标公司”）100%股权。
● 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审议公司控股子公司远达水务收购财信实业 100%股权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远达水务增资的议案》。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因交易发生资
产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任一指标变动达到上年经审
计对应指标的 50%，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测算，此次收购目标
公司仅净利润指标超过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同时
根据《上市规则》规定，上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低于 0.05 元
/股，公司可向上交所申请豁免此收购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
公司 2020 年度每股收益为 0.03 元/股，低于 0.05 元/股，公司经

向上交所申请，此次收购财信实业股权事宜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 上述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收购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拓展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
达环保“或”公司”）水务运营规模，获取可提供长期稳定收益的优质
环保资产，公司拟向全资子公司远达水务增资 25920 万元，同时由远达
水务通过并购贷款筹资剩余资金，收购财信实业 100%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远达水务收购财信实业 100%股权的
议案》
、《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远达水务增资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规定，上市公司因交易发生资产
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任一指标变动达到上年经审计对应指
标的 50%，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经测算，此次收购目标公司仅净利润
指标超过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同时根据《上市规则》规
定，上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绝对值低于 0.05 元/股，公司可向上交所申请
豁免此收购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公司 2020 年度每股收益为 0.03
元/股，低于 0.05 元/股，公司经向上交所申请，此次收购财信实业股
权事宜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收购主体及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主体远达水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家电投集团远达水务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时间：2001 年 11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彭岗
注册资本：41731 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南岸区江峡路 9 号；
经营范围：供水（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
市政污水、市政自来水、工业废水、海水淡化、电力、电子等行业的水
处理及其控制系统的技术开发、设计、服务；中水处理回用；工业纯水
制备；以水处理为核心的环保产业的投资、设计、建设、工程技术咨询、
环境影响评价、运营及服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电力环保
新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经营销售本企业相关业务
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水处理药剂与树脂消
耗品（不含危险化学品）
；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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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财务状况：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远达水务资产总额 10.76 亿元，
净资产 2.78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68 亿元；净利润 1053 万元。
截止 2021 年 3 月 31 日，远达水务资产总额 12.29 亿元，负债总额
9.03 亿元，净资产 3.26 亿元。2021 年 1-3 月，远达水务实现营业收入
0.66 亿元，净利润 293 万元。
（二）收购标的财信实业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财信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15 年 6 月 16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荣昌区昌州街道塘坡村一社
注册资本：35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启国
营业范围：从事水环境治理，环境污染治理及相关配套设施运营管
理；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销售；环保处理技术的开发和技术咨询服
务；销售：建筑、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原料，电
器设备；环保试剂生产、生活污水、工业污水的处理及其设计、施工、
调试、运营。股东构成：财信环境持有财信实业 100%的股权。
财务状况（模拟资产注入后）：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财信实业
资产总额 10.61 亿元，净资产 4.63 亿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16
亿元；净利润 0.39 亿元。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财信实业资产总额
11.76 亿元，净资产 5.31 亿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10 亿
元，净利润 0.41 亿元。
（三）远达环保基本情况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远达环保资产总额 95.66 亿元，净资产
55.05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36.78 亿元，净利润 0.41 亿元，基
本每股收益 0.03 元/股。
三、水务资产包项目基本情况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本次拟转让水务资产包括 14 家子公司和 1
个未单独成立项目公司的荣昌县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有 19 个投资运
营项目（含 16 个污水处理厂、1 个自来水厂、1 个管网、1 个污泥处置
项目）及 2 个污水处理厂委托运营项目。项目总规模 32.9 万吨/天，其

中，投资运营项目的建设规模 32 万吨/天（在运规模 23 万吨/天，即将
投运规模 4 万吨/天，已签约未实施规模 5 万吨/天），委托运营项目的
建设规模 0.9 万吨/天。项目主要分布在重庆、四川、贵州及河南。
在股权交割前，财信环境将以上水务资产整合至财信实业后实施交
易。
四、尽职调查基本情况
（一）财务审计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审计报告，
目标公司资产总额 117,648.94 万元，负债总额 64,512.00 万元，净资
产 53,136.94 万元，归母所有者权益 52,492.99 万元。2017-2020 年 9
月 30 日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三年一期资产及经营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63,634.32

99,053.90

106,136.60

117,648.94

负债总额

35,693.74

68,254.75

59,820.91

64,512.00

净资产

27,940.58

30,799.14

46,315.70

53,136.94

归母所有者权益

27,693.98

30,551.49

45,673.96

52,492.94

资产负债率

56.09%

68.91%

56.36%

54.83%

营业收入

7,450.35

9,471.88

11,603.51

11,001.17

利润总额

3,732.42

3,095.55

4,483.53

4,580.86

净利润

3,421.30

2,858.56

3,964.21

4,141.25

总资产

63,634.32

99,053.90

106,136.60

117,648.94

（二）资产评估
具备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编
号天兴评报字（2020）第 1841 号的评估报告。评估报告以 2020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收益法评估和市场法评估两种方法进行评估，
出具了初步评估报告。
采用收益法，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5,238.40 万元；采用
市场法，目标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6,999.10 万元。从收益法适用
条件来看，由于企业具有独立的获利能力且被评估单位管理层提供了未
来年度的盈利预测数据，根据企业历史经营数据、内外部经营环境能够
合理预计企业未来的盈利水平，并且未来收益的风险可以合理量化，因
此本次评估适用收益法。鉴于财信实业主营业务为水务运营项目，具有
稳定的现金流入，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好体现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
故本项目评估采取收益法评估定价，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格为
65,238.40 万元，较合并口径净资产 52,492.99 万元，增值 24.28%。
（三）法律尽调
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尽职调查报告，结论为财
信实业股权转让不存在受限情况；项目公司均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除
其中三家项目公司股权被质押给第三方待解除外，其余项目公司股权转
让不存在受限情况；项目均在实际运营，尚未有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业、整改的相关信息，不存在未决的重大诉讼、未完成整改的行政处罚
情况。
五、交易方案
实施主体：国家电投集团远达水务有限公司
交易框架：远达水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财信环境持有的财信实
业 100%股权。
交易价格：100%股权交易价格 64800 万元。
人员安置：原则上人随资产走，对于远达水务明确不予继续聘用的
员工，由财信环境安置；继续聘用的员工，项目公司补足社保，费用由
财信环境承担。

债权债务处理：股权交割前，财信环境负责财信实业项目公司融资
租赁和 ABS 的清偿，股权交割后 10 个工作日完成财信环境与项目公司
往来款清偿。
期间损益：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的期间损益，由远达水务享有。
六、后期引入战略投资者的计划
由于该水务资产包里近一两年内后续改（扩）建项目较多，故综合
考虑项目后续投入资金情况与公司资金统筹使用计划等因素，公司拟项
目交割后一年内在政府方认可的情况下引入符合条件的战略投资者。引
入战略投资者持股不超过 49%，远达水务仍然对财信实业实质控制，并
全面负责经营管理。若一年内未能找到合适的战略投资者则放弃该计划。
七、经济效益分析
完成收购后，远达水务将合并财信实业财务报表，预计实现投资并
购年均净利润 3474 万元,项目资本金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0.61%，年均
EVA2168 万元，年均净现金流量 4201 万元。
八、本次向远达水务增资收购财信实业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远达水务增资，由水务公司收购财信实业 100%的股权，符合
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快速扩大公司水务运营资产规模，提升经营
业绩。
九、备查文件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投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