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  远达环保         编号 临 2017－044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沈阳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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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参与公司控股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公司参

股公司沈阳远达工程有限公司的增资扩股，拟投资金额 1600 万元，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沈阳远达股权为 32%，将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

东。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参与沈阳远达的增资扩股，拟将沈阳远达打造成为大东北

区域综合环保产业平台，符合公司区域性发展的战略布局。 

一、关联交易概述 

沈阳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远达”）为公司控

股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达工

程”）的参股公司。为支持沈阳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提出的打造大

东北区域环保公司的发展设想，并将公司区域化环保平台公司做大做

强，公司拟参与沈阳远达的增资扩股，向沈阳远达投资 1600 万元，

持股比例为 32%。增资完成后，公司将成为沈阳远达第一大股东。 

由于国家电投集团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国家电投集团所属三家参与本次增资



的企业为公司的关联方，故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

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

交易发生相关的同一类型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低于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下，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1.住    所：和平区南五马路 129 号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郭洪涛 

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5.经营范围：电力，热力供应，电力建设成套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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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经营情况： 2016 年度，总资产 92221 万元，净资产 63492 万

元，经营收入为 1,387 万元，营业成本为 240 万元，净利润 98 万元。 

（二）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住    所：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 9699 号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法定代表人：才延福 

4.注册资本：214631.40 万元 

5.经营范围：火电、水电、新能源（包括风电、太阳能、分布式

能源、气电、生物质、核能等）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



销售、技术服务、项目建设委托管理；供热、工业供气、供水（冷、

热水）、制冷服务（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营）；煤炭的采购与销售；

电站检修及运维服务；配电网、供热管网、供水管网的投资、建设、

检修和运营管理业务；汽车充电桩设施的建设和经营管理服务；粉煤

灰、石膏综合利用开发、销售；燃烧煤烟污染治理服务；自有房屋租

赁；电力项目科技咨询；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电力设施承试四级（申

请人在取得相关许可审批部门许可文件、证件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电站发电设备及附件的生产、开发和销售（由分支机构凭许可证经

营）；电力设备加工、安装、检修；冷却设备安装、维护；工程管理

及设备试验服务；火电厂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

术服务；环境工程设计、环境污染治理运营；环保成套设备的研发、

销售；信息安全技术服务、咨询与评估。 

6.经营情况：2016 年度，总资产 3007337.96 万元，净资产

859970.66 万元，经营收入为 440452.37 万元，营业成本为 351785.69

万元，净利润 1300.49 万元。 

（三）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住    所：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大德路 2 号 102 室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法定代表人：王明策 

4.注册资本：57,609.185581 万元 

5.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粉煤炭综合利用；电力物

资（国家专项审批的品种除外）销售；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力工



程项目设计、施工、调试、设备检修、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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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经营情况： 2016 年度，总资产 399289 万元，净资产 43443 万

元，经营收入为 214,268.28 万元，营业成本为 233,343.83 万元，净利

润-17,741.45 万元。 

上述公司与公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相互独立。 

三、沈阳远达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    称：沈阳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住    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科幻路 9 号 104-110 

法定代表人：李井贵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5 年 03 月 03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03 月 02 日 

注  册 号：91210112769571320P《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经营范围：承接环境保护工程总承包及常规燃煤锅炉、火电机组

烟气脱硫及相关附属工程的施工；工业污水处理项目的投资、经营管

理以及工程项目的总承包；承接电站环保工程施工设计，设备成套、

检修、维护等专项和专业技术服务；代理总公司技术转让给本公司受

权范围之内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



进口业务；代理总公司进行电力、环保新技术、新产品开发、销售及

技术咨询服务；石膏、石灰石、炉灰、粉煤灰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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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资产状况 

2016 年度，总资产为 5687 万元，净资产为 2134 万元、营业收

入为 8,537 万元，营业成本为 7,817 万元，净利润 144 万元。2017 年

1-11 月，总资产 5306 万元，净资产 2006 万元，营业收入 4,720.75

万元，营业成本为 3,992.91 万元，利润总额 1.7 万元；2017 年 1-11

月财务数据未经过审计。 

（三）沈阳远达股权变更情况 

沈阳远达原股东为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鞍山

腾鳌特区东腾经济开发公司(简称：东腾公司）、东北电开发全资子公

司(简称：东北电开），分别持有 40%，35%，25%股权。由于东腾公司

和东北电开为一致行动人，由东北电开合并沈阳远达报表。2017 年

12 月，沈阳远达股权变更，除远达工程公司以外的几家股东股权进

行了调整，现有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00 40.00% 

东北电力开发公司 200 20.00%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 20.00% 

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00 20.00% 

合计 1000 100.00% 

四、本次拟参与沈阳远达增资扩股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沈阳远达增资扩股的情况 



沈阳远达现有注册资本 10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增加到 5000

万元，拟增资额度为 4000 万元。经各股东方协商一致，远达工程将

本次 40%的增资权让渡给我公司。公司向沈阳远达投资 1600 万元，

持股比例为 32%，成为沈阳远达新增股东。其他股东东北电开、吉林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电股份”）、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元通发电”）均按原 20%的出资比例认缴增资，增资

额均为 800万元。 

（二）定价原则 

各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 1 元/股的价格同比例增资。各

增资股东方均以货币方式增资。 

（三）发行后股东及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对沈阳远达增资拟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增资完成

后，各股东股权结构变动如下：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600 32.00%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00 8.00% 

东北电力开发公司 1000 20.00%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00 20.00% 

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0 20.00% 

合计 5000 100.00% 

增资完成后，除远达工程公司以外的其他三家单位不存在隶属关

系，远达环保成为第一大股东,由远达环保合并报表。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通过增资，成为沈阳远达第一大股东，拟将沈阳远达打造成

为大东北区域综合环保产业平台，符合公司区域性发展的战略布局。



通过增资扩股，有利于沈阳远达够直接参与大型环保设施的投标和承

接大型环保工程建设，扩大经营规模，拓宽业务范围，进一步提升地

域影响力和经营业绩。有利于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拟参与沈阳远

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 15人，实到董事 15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赞成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方派出

的 5 名董事回避表决，通过率 100%。上述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参与沈阳远达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增资扩股，主要目的是立足公司区域化环保平台的建设，通

过与当地企业的合作，做大做强东北区域环保平台。通过此次增资，

有利于沈阳远达能够直接参与大型环保设施的投标和承接大型环保

工程建设，扩大经营规模，拓宽业务范围，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和经济

效益，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发表书面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参与沈阳远

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是远达环保区域性发展的战略布局的

需要，符合远达环保战略发展方向，是公司搭建区域环保平台的一次

实践。通过与国家电投集团东北区域企业的合作，有利于扩大公司经

营规模，拓宽业务范围，进一步提升公司地域影响力和经营业绩。各

股东方按持股比例以 1 元/股的价格同比例增资，定价依据合理。议

案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远达环保向沈阳远达投资，打造沈

阳远达成为远达环保大东北区域综合环保产业平台，是远达环保区域

性发展的战略布局的需要，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与大股东国家电投集

团所属东北区域的公司共同对沈阳远达增资，通过与当地企业的合

作，有利于沈阳远达能够直接参与大型环保设施的投标和承接大型环

保工程建设，整合当地资源，扩大经营规模，拓宽业务范围，进一步

提升地域影响力和经营业绩。上述议案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议案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在本议案的表决过程中，本次交易的关

联方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派出的董事回避了表决。同意该事项。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审计委员会意见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