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简称：安徽水利         证券代码： 600502        编号： 2018-070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投资者对部分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

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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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徽水利”）所属全

资子公司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三建”）、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和安徽建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安建建材”）（上述三家公司以下合称为“目标公司”）拟引进投资者安徽省

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安资产”）进行增资并实施市场

化债转股，合计增资 109,000 万元。 

●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继续作为目标公司控股股东，仍然拥有对三家目标

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全面贯彻国务院下发的《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国发

〔2016〕54 号）精神，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增强资本实力，

减轻财务压力，提升持续健康发展能力，本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安徽三建、路桥

集团和安建建材拟引进投资者中安资产进行增资并实施市场化债转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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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安资产将与本公司及安徽三建、路桥集团和安建建材分别签署增资协议，

将其享有的对安徽三建 49,000 万元、路桥集团 40,000 万元和安建建材 20,000

万元债权分别按照上述各目标公司的资产评估价值转换成对各目标公司的股权。

增资完成后，中安资产分别持有安徽三建 31.91%、路桥集团 27.34%和安建建材

44.80%的股权。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继续作为三家目标公司控股股东，仍然拥有对三家

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履行决策程序的情况 

2018 年 12 月 10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

投资者对部分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议案》。该事项无需经公司股东大

会的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11MA2NQFGG7T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翠微路 6号海恒大厦 601# 

法定代表人：陈翔 

注册资本：40亿 

成立时间：2017 年 6月 26日 

经营范围：对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收购、委托经营、投资和处

置等 

2、股东情况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31亿元，持股比例 77.50%；中润经

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认缴出资 5 亿元，持股比例 12.50%；安徽新力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认缴出资 4亿元，持股比例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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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中安资产的总资产为 40.70 亿元，净资产为 

40.48亿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 0.49亿元，净利润 0.59亿元。 

4、中安资产与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

关联关系。 

三、目标公司及本次增资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43076866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芜湖路 329号  

法定代表人：左登宏 

注册资本：伍亿壹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2 年 9月 16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起重设

备安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公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公路路面及路基工程施

工（凭许可证经营），承包境外房屋建筑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

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机械设

备、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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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指标 

安徽三建近年合并口径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879,797.13  473,677.67 

净利润  7,334.60  3,82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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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主营业务情况 

安徽三建主营业务为建筑设计、房屋建设施工、市政公路与水利水电施工、

建筑产业化、轨道交通施工。公司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工程设计

建筑行业甲级资质等各类资质 21 项。具有对外承包工程资格和对外劳务合作经

营资格，同时拥有大型设备、基础施工、钢结构专业、门窗专业、安装专业、装

饰专业等产业链完善的专业分公司。安徽三建为安徽城市发展建设做出了卓越贡

献，更是合肥大建设的主力军，公司和中海地产、旭辉地产、融科地产、碧桂园、

恒大集团等全国知名企业达成长期战略合作。 

4、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价格参考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根据中威正信（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安徽三建工程有限公司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为 104,738.71万元，评估增值 20,522.13 万元，增值率 24.37%。 

评估结果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7,334.60  3,828.16 

项目\年份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885,845.55  906,399.91 

负债总额  811,087.43     825,453.41  

净资产  74,758.12  80,946.50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74,758.12  79,056.18 

项目\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991.30  2,912.6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3.40 727.5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769.65 7,254.4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990.93 10,76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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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合计 907,271.61 927,793.74 20,522.13 2.26 

负债合计 823,055.03 823,055.03 0.00 0.00 

净资产 84,216.58 104,738.71 20,522.13 24.37 

增资前后，安徽三建股东的持股比例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 

形式 

增资 

金额 

增资前持

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

比例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 100% 68.09% 

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债权 49,000 -- 31.91% 

（二）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148955807J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502号西蜀大厦(企业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盛明宏 

注册资本： 陆亿零伍拾叁万叁仟肆佰圆整 

成立日期：1993 年 01月 14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

包（壹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地基与

基础工程专业承包（三级）；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叁级；交通投资；交通科技开发、咨询，公路工程试验、检测、市政工程，港口

与航道疏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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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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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桥集团近年合并口径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15,500.93 142,045.35 

净利润 6,558.81 3,919.10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6,558.81 3,919.10 

项目\年份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74,698.04 318,537.82 

负债总额 226,759.94 265,627.92 

净资产 47,938.10 52,909.90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47,938.10 52,909.90 

项目\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511.27 -11,999.2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6.54 -3,988.06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218.03 -4,136.2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1,756.70 -20,123.49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主营业务情况 

路桥集团是一家集交通基础设施设计、投资、施工、运营于一体的交通建设

企业。公司各类资质等级齐全，拥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公路工

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路基工程、路面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专业承包一

级资质、公路养护从业资质等施工类资质，同时拥有市政行业设计甲级资质。公

司拥有省级技术中心、设计中心、信息中心，旗下有多家子分公司，市场业务遍

及安徽、广东、广西、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内蒙古、西藏、新疆等

全国各地。 

4、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价格参考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根据中威正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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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路桥集团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53,937.60万元，评估增值 2,674.27万元，增值率 5.22%。 

评估结果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合计 336,105.29 338,779.56 2,674.27 0.80 

负债合计 284,841.96 284,841.96 0.00 0.00 

净资产 51,263.33 53,937.60 2,674.27 5.22 

增资前后，路桥集团股东的持股比例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 

形式 

增资 

金额 

增资前持

股比例 

增资后持

股比例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 100% 72.66% 

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债权 40,000 -- 27.34% 

（三）安徽建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建工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000343797058D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合肥市包河区芜湖路 325号 

注册资本：贰亿贰仟万圆整 

成立日期：2015 年 05月 25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及电线电缆销售；预拌混凝土及其制品、预拌砂浆、沥

青混凝土、防水材料、保温材料、混凝土外加剂研发、生产、运输及销售；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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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设备及其周转材料租赁、销售；电器水暖等装潢材料销售；预制化建筑、钢

结构及其装修部品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流通配送及其现场实施；门窗生产、

安装及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房屋租赁；建筑工程技术研究、咨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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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财务指标 

安建建材近年合并口径经营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376,443.96 229,016.11 

净利润 1,467.88 327.8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467.88 327.8 

项目\年份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54,997.21 297,274.41 

负债总额 
242,354.25 284,313.9 

净资产 
12,642.96 12,960.51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 
12,642.96 12,960.51 

项目\年份 2017 年 2018 年 1-6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70.846 -14,022.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22.65 -55.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98.16 21,752.1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609.26 7,673.53 

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亚太（集团）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主营业务情况 

安建建材主营业务为商品混凝土、干粉砂浆等相关产品的生产与销售；钢材、

水泥等主材的贸易、仓储和物流，以及周转材料的租赁业务。公司拥有多家子分

公司，在蚌埠、庐江同大镇、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设有生产加工基地，现有 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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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生产线（年产量达 120 万立方）、1 条年产 40 万吨的干粉砂浆生产线。

安建建材积极整合公司内部相关优质资源，发挥整体效应，建立公司集中采购和

物流平台，并拓展建筑行业新技术、新材料应用相关业务，并已陆续开展钢材、

水泥、商品混凝土等材料的贸易业务。 

4、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价格参考评估结果并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根据中威正信（北京）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评估结论，安建建材经评估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3,489.73万元，评估增值 1,195.79万元，增值率 9.73%。 

评估结果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合计 277,386.73 278,582.52 1,195.79 0.43 

负债合计 265,092.79 265,092.79 0.00 0.00 

净资产 12,293.94 13,489.73 1,195.79 9.73 

增资前后，安建建材股东的持股比例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 

形式 

增资 

金额 

增资前持

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

比例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 -- 100% 55.20% 

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债权 20,000 -- 44.80% 

四、协议主要内容及相关履约安排 

（一）增资交易 

中安资产分别以 49,000 万元债权认购安徽三建 23,902.44 万元  新增注册

资本，以 40,000万元债权认购路桥集团 22,598.87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以 20,000

万元债权认购安建建材 17,857.14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剩余未转股部分债权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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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由目标公司确保转股前全部清偿完毕。 

（二）主要先决条件 

1、目标公司、安徽水利签署、交付、履行交易文件及完成交易文件所述交

易所需的全部批准已经取得并在成交日维持完全有效，该等批准未实质修改交易

文件的规定且未附加中安资产无法接受的条件。 

2、在中安资产完成本次增资前，目标公司不进行任何股权变动 

3、中安资产签署、交付、履行交易文件及完成本次增资所需的其内部决策

机构的正式批准已经取得并在成交日维持完全有效。 

4、目标公司已向中安资产提供经其授权代表签署的、格式和内容令中安资

产合理满意的、确认相关条件均已满足的确认函。 

（三）成交 

1、在先决条件成就日后第二（2）个工作日或各方另行约定的其他日期(“成

交日”) ，各方应完成如下行动（“成交”）： 

（1）于成交日，目标公司负责完成债转股的会计账册处理； 

（2）目标公司应向中安资产发行新增注册资本并提供出资证明、批准文件、

股东决议、新章程、先决条件确认函等文件： 

（3）目标公司应在成交日后五（5）个工作日内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增资价

款进行验资，并将验资报告提交给中安资产。 

2、不论目标公司工商变更登记是否已经完成、目标公司是否已取得新营业

执照，自成交日起，中安资产即成为目标公司增资后持有相应股权的股东，并按

照新章程的规定享有目标公司的一切股东权利。 

（四）各方承诺 

1、工商变更登记。成交日后，安徽水利和目标公司应尽其合理最大努力尽

快向工商行政管理机构提交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申请文件，并应确保在成交

日起【一（1）个月】内取得新营业执照。目标公司应于取得变更的营业执照后

【五(5)个工作日】内向中安资产提供加盖目标公司公章的新营业执照复印件。 

2、自成交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董事会完成改组,中安资产有权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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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或指定第三方担任一名董事。 

五、本次债转股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实施债转股的必要性 

1、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降低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提升公司可持续发

展能力，符合国家政策精神； 

2、减少目标公司财务费用，缓解目标公司资金压力，提升盈利能力，增强

目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符合本公司长远利益。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本公司公告的第三季度报告财务数据，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形下，三

家目标公司债转股使本公司整体资产负债率由 85.83%降至 84.30%，降低了

1.53%。 

特此公告。 

 

安徽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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