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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369      证券简称：陕鼓动力          公告编号：临 2018-038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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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公司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采用向北京中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技保理”）转让应收账款的形式，应收账款的性质为交易对方北京三聚环

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聚环保”）及其子公司的应收账款，交易金额为

32562.82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本次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且本次

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尚未与中技保理最终签订《应收账款转让合同》，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应收账款的交易对方为中技保理，交

易标的为公司对三聚环保及其子公司的应收账款，应收账款账面原值为 32562.82 万元，

交易金额为 32562.82 万元，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无转让折扣，为应收账款全价转让。 

（二）本次办理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事宜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北京中技商业保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所属行业：金融业 

注册地：北京市石景山区实兴大街 30 号院 7 号楼 8 层 807 房间 

法定代表人：马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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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为企业提供贸易融资、销售分户账管理、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应收账

款管理、信用风险担保等服务。 

实际控制人：北京市海淀区国资委 

（二）交易对方近年来的发展 

中技保理致力于为中小科技型企业提供专业的应收账款融资、管理等保理服务，截

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技保理融资业务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为 62 户。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中技保理的资产总额为 12.05 亿元，股东权益为 2.42 亿元；2018 年上半

年，中技保理实现营业收入 4838 万元，净利润 806 万元。 

（三）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系 

交易对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四）交易对方最近一个年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831,525,324.21 元、资产净额 233,587,588.45 元、营业收入 72,224,719.35

元、净利润 17,241,625.74 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标的明细 

序号 客户名称 类型 内容 应收账款金额 

1 三聚环保 设备 空分装置设备 78,000,000.00 

2 三聚环保 设备 
汽轮机及发电机组及辅

机设备 
56,020,247.64 

3 三聚环保 工程 
供热（热电站）装置安装

工程施工 
40,255,305.59 

4 三聚环保 设备 
供热(热电站)装置设备采

购合同 
35,840,950.43 

5 三聚环保 施工 
供热(热电站)装置安装工

程施工合同 
13,218,201.90 

6 三聚环保 设备 空分空压装置 47,940,000.00 

7 三聚环保 设备 循环气压缩机组 10,344,000.00 

8 三聚环保 设备 污水处理厂设备 13,783,254.00 

9 三聚环保 设备 污水处理厂设备 13,783,254.00 

10 三聚环保 设备 
空分装置及循环气压缩

机 
16,443,000.00 

合计 325,628,213.56 

（二）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转让的应收账款不存在抵押、质押或查封、冻结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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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收账款情况  

用于办理无追索权保理业务涉及的应收账款为公司对三聚环保及其子公司的应收账

款，已按账龄计提了坏账准备。 

（四）交易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时间 账面原值 已计提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是否审计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47,628,213.56 9,151,559.90 238,476,653.66 是 

2018 年 6 月 30 日 325,628,213.56 13,051,559.90 312,576,653.66 否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应收账款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及履约安排 

合同主体：中技保理（作为买方）和公司（作为卖方） 

保理方式：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方式 

交易金额：325,628,213.56 元 

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支付期限：转让合同签订并办理转让登记后十个工作日内 

保理业务手续费：无 

保留条款：如发生对买方基于本债权发起的专项计划的发行、设立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的客观事宜且专项计划发行、设立已客观不能执行，则买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 

具体转让账款明细及金额以《应收账款转让合同》签署生效的明细为准。 

（二）交易对方的支付能力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6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合计 120484 83153 50064 24532 

负债合计 96320 59794 28430 3894 

股东权益合计 24165 23359 21635 2063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股东权益合计 
24165 23359 21635 20638 

项目 2018 年 1~6 月 2017 年 2016 年 2015 年 

营业收入 4838 7222 3735 1994 

营业利润 971 2473 1306 852 

利润总额 1074 2524 1330 852 

净利润 806 1724 997 63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806 1724 997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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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涉及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的其他安排  

转让的应收账款集中在三聚环保合作项目，截止目前公司的三聚环保合作项目不涉

及关联交易，因此转让应收账款并不涉及关联交易形成的债权。本次应收账款转让的交

易对方不是公司的关联方，相应的交易也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与关

联人形成同业竞争。本次交易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本。 

六、开展应收账款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开展无追索权保理业务的原因 

公司计划办理本次应收账款保理是基于加速应收账款的回收、盘活现有资产、增强

公司资产流动性的考虑。本次应收账款保理采用无追索方式，公司在转让完成、风险转

移条件达成后，不再承担任何追偿责任，实现了风险转移。公司在本次应收账款转让项

目中不承担转让成本，公司可以尽快回收资金、覆盖已投入的成本。公司收回应收账款

后可以继续启动项目执行、缓解下游供应商资金压力、避免项目风险的继续扩大。 

（二）该项交易本身预计获得的损益及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无追索权保理业务为应收账款全价转让，公司不承担资金成本，按照前述转让

应收账款明细测算，应收账款转让后转回已计提坏账准备 13,051,559.90 元，扣除企业所

得税因素后，影响 2018 年净利润金额约为 11,093,825.92 元。 

本次应收账款无追索转让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回收应收账款，公司不承担额外成

本，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