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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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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向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分别出售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81.80%股权，股权转让

价格为 326,148,105.76 元，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75.8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93,567,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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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湘潭自来水尚需经受让方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部门批准后生效，湘潭污水尚需经受让方出资人或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转让方”）拟与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华经建投”或“受让方”）分别签订《关于转让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关于

转让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股权转让合同》。公司拟向九华经建投分别出售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湘潭自来水”或“目标公司”）81.8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326,148,105.76 元，湘潭国中污水

处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潭污水”或“目标公司”）75.8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93,567,760.00 元。交易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确定的资产评估

结果为依据，最终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 

2017 年 12 月 29 日，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碧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水务资产股权转

让合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拟出售资产公告》（临

2017-053）。湘潭自来水、湘潭污水是本次水务资产转让的 8 家子公司的其中两家，鉴于这两家公司的股东

九华经建投要求行使优先购买权，公司与九华经建投签署了上述股权转让合同。 

2019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转让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股权的议案》、《关于转让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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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意见。根据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湘潭自

来水尚需经受让方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湘潭污水尚需经受让方出资人或有权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九华经建投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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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九华示范区宝马东路 1 号九华大厦 

法定代表人：乐强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园区土地开发与经营，园区项目建设投资、项目策划，物业管理以

及各类房产的租赁与管理，户外广告资产的租赁与管理。（以上经营项目中需资质证的以有效资质证为准）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湘潭九华示范区管理委员会 

九华经建投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九华经建投主营业务主要是九华示范区内的土地开发和基础

设施建设，项目类型包括九华示范区内的道路工程、水利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项目等。其中土地整理开发

指受九华示范区管委会委托，承担九华示范区内一级土地开发的职能，负责九华示范区的土地工程开发建

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指承担示范区内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发建设，负责示范区内基础设施项目的策划、建

设资金的筹措、偿还以及建设项目的施工建设。2016 年至 2018 年，九华经建投在建项目主要由湘潭九华示

范区创新创业基地建设项目、综合保税保区项目、沪昆高铁湘潭（九华）北站构成。九华经建投在建重大

项目共 29 个，预计投资额 105.73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九华经建投已完成投资额 78.78 亿元。在建土地

开发项目共 23 个，预计投资额 238.24 亿元。截至 2018 年末，九华经建投已完成投资额 213.40 亿元。 

九华经建投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

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九华经建投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70,998,158,859.81 

负债总额 41,451,946,471.04 

资产净额 29,546,212,388.77 

营业收入 4,261,247,213.67 

净利润 746,911,915.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46,911,9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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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湘潭自来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809404959 

注册资本：36,499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湘潭九华示范区富洲路 98 号服务大楼 2 层 206 室   

成立时间：2011 年 8 月 26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集中式供水；给排水工程设施的咨询、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安装、营运；水处理的科

研、开发、利用以及其他与水处理相关的业务。（上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需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公司持有湘潭自来水 81.80%股权，九华经建投持有湘潭自来水 18.20%股权。 

湘潭自来水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19 年 8 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359,014,797.14 347,499,684.34 

负债总额 73,211,889.80 69,322,931.69 

资产净额 285,802,907.34 278,176,752.65 

营业收入 14,745,011.81 10,156,357,.27 

净利润 -17,382,351.15 -7,626,154.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7,713,558.05 -7,626,154.70 

湘潭自来水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为湘潭自来水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该会

计师事务所不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本次交易的计价方式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湘潭自来水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双方协商得出标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326,148,105.76 元。 

公司与九华经建投于 2011年 8月 26日共同投资设立了湘潭自来水, 目前注册资本总额为 36,499万元；

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81.8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29,856.182 万元）, 九华经建投持有目标公司 18.20%的股权

（对应出资额 6,642.818 万元，实际出资 2,730 万元）；所有资产均正常投入生产。 

湘潭自来水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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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19 年 8 月 31 日（未审计） 

固定资产原值 265,709,724.90 267,098,975.30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48,794,074.06 56,478,344.29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216,915,650.84 210,620,631.01 

无形资产原值 67,835,872.00 67,835,872.00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9,754,230.31 11,262,197.83 

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58,081,641.69 56,573,674.17 

在建工程 0.00 0.00 

（二）湘潭污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湘潭国中污水处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599402005M 

注册资本：12,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湘潭市九华示范区富洲路 98 号九华服务大楼 1509 室 

成立时间：2012 年 6 月 29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污水及中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安装、运营与维修；污水集中处理服务；中水销售；水质检

验及技术咨询服务；污水处理的研发、利用以及其他与污水处理相关的业务。（以上经营范围中涉及行政许

可的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公司持有湘潭污水 75.80%股权，九华经建投持有湘潭污水 18.20%股权，湘潭

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湘潭污水 6%股权。 

湘潭污水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19 年 8 月 31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303,836,568.56 309,300,805.00 

负债总额 197,427,658.70 203,602,826.44 

资产净额 106,408,909.86 105,697,978.56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10,766,008.84 -710,931.3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0766,008.84 -935,010.99 

湘潭污水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为湘潭污水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该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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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事务所不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本次交易的计价方式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湘潭污水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基础，双方协商得出标的

股权转让价格为 93,567,760.00 元。公司与九华经建投以及湘潭市污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污水处

理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共同投资设立了湘潭污水,目前注册资本总额为 12,000 万元; 公司持有目标公

司 75.8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9,096 万元）, 九华经建投持有目标公司 18.20%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2,184

万元）, 污水处理公司持有目标公司 6%的股权（对应出资额 720 万元）；目前正处于调试阶段。 

湘潭污水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19 年 8 月 31 日（未审计） 

固定资产原值 1,141,538.00 1,141,538.00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1,083,391.52 1,083,610.88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58,146.48 57,927.12 

无形资产原值 0.00 0.00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0.00 0.00 

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0.00 0.00 

在建工程 301,272,584.12 303,153,793.40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本次为交易标的湘潭自来水、湘潭污水提供评估服务的评估事务所为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方亚事评估”），该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根据北方亚事评估出

具的《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湘潭国中水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

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540 号）和《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湘潭国中

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541 号），截止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湘潭自来水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28,117.95 万元，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湘潭自来水净资

产评估价值 36,578.68 万元，增值 8,460.73 万元，增值率 30.09%；湘潭污水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 11,183.55

万元，经资产基础法评估，湘潭污水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3,343.09万元，增值 2,159.54万元，增值率 19.31%。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湘潭自来水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 

合同主体：转让方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出售并且受让方同意购买转让方在目标公司合法持有的 81.80%的股权，

以及附属于该股权的全部权利和利益（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交易价格：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为 326,148,105.76 元，其计价方式为：（1）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即交

易基准日）目标公司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365,786,763.92 元（根据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540 号《资产评

估报告》）为基数计算出标的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价值为 299,213,572.89 元；（2）因受让方未足额出资，导

致转让时目标公司账面价值减少，因此以受让方未出资的注册资本 39,128,180 元为基数，计算出标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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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损失为 32,006,851.24 元，两者共计 331,220,424.13 元。以此为基础双方协商得出标的股权转让价格

为 326,148,105.76 元。 

支付方式及期限：双方同意受让方按照下述付款方式和进度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首期: 受让方

应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 97,844,431.73 元（大写：玖仟柒佰捌拾肆

万肆仟肆佰叁拾壹元柒角叁分）。第二期: 受让方应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人民币 97,844,431.73 元（大写：玖仟柒佰捌拾肆万肆仟肆佰叁拾壹元柒角叁分）。支付本期股权转让价

款之前，转让方应将“3.4 条”涉及的目标公司往来欠款全部清偿，否则受让方有权延迟付款并且不因此承担

任何违约责任。第三期： 受让方应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5%, 即人民币

114,151,837.02 元（大写：壹亿壹仟肆佰壹拾伍万壹仟捌佰叁拾柒元贰分）。尾款：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5%，

即人民币 16,307,405.28 元（大写：壹仟陆佰叁拾万柒仟肆佰零伍元贰角捌分）的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

开具等额银行保函并在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时一并交付给转让方。转让方在一个月内完成目标公司建

筑、设备等的质量检查，质量检查以转让方提供目标公司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质监站）证明文件等为准。

在双方完成股权交割所有手续以及所有资产、合同、印鉴等文件资料的移交后，支付前述剩余股权转让价

款。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转让方应于第三期股权价款支付完成且本合同约定的变更担保人或签订反担保

相关协议之日起，立即协助受让方办理完毕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转让方同意按照受让方的指示将标

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受让方或受让方指定的全资或参股子公司名下。受让方未完全支付相应应付款项的，不

得请求转让方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转让手续，亦不得要求标的公司在其股东名册中将标的股权登记在

受让方或其全资或参股子公司名下。 

合同的生效条件：（1）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标的股权为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权未被质押、司法

冻结或设置其他任何权利负担，无任何权利瑕疵，如有权利负担，转让方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前解除；如有

权利瑕疵，转让方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前消除。（2）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转让方认缴的注册资本已全额实

缴到位。（3）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转让, 或对本次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法院的裁决或有关政府主

管部门的禁令或决定。（4）本合同已由双方签署并经转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受让方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经其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生效时间：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于转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且经受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本合同部分条款无效不导

致本合同无效，协议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其他条款。 

违约责任：（1）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及时的履行其义务和约定，若

本合同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均构成违约，应当及时赔偿守约方的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

支付的财务顾问费、审计费、律师费等与本合同相关的费用支出）。（2）如受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任

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应向转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以股权转让价款未按时支付的金额为基数, 

按照日利率 0.03%的计算利息。若逾期超过 60 日, 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受让方应返还标的股权, 并向转

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5%的违约金, 该等违约金转让方有权直接从应向受让方返还的股权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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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款(如有)中直接抵扣, 不足部分由受让方另行支付。转让方违约的，受让方有权停止支付直至违约情形得

以消除，该期间不视为受让方违约。（3）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构成对该项

权利或其他权利的放弃，单独或部分行使本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妨碍其进一步行使该项权利或

其他权利。（4）因转让方违反第七条陈述与保证或对公司情况披露不真实、不完整，导致受让方因转让方

上述违约行为遭受损失的，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追偿。（5）转让方未按合同第四条约定履行其义务而导致

标的股权变更登记及其它工商变更登记延迟的，每延迟一天, 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已

支付金额的 0.03% 作为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60 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当退还已经收取

的股权转让款，并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作为违约金。（6）转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配

合办理移交，经受让方书面催告后，仍未办理的，则每延迟一天, 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

款已支付金额的 0.03%作为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60 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当退还已经

收取的股权转让款，并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作为违约金。 

（二）湘潭污水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条款 

合同主体：转让方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受让方湘潭九华经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转让方同意向受让方出售并且受让方同意购买转让方在目标公司合法持有的 75.80%的股权，

以及附属于该股权的全部权利和利益（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交易价格：标的股权转让对价为 93,567,760.00 元，其计价方式为：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即交易基准

日，下同）目标公司的净资产评估价值 133,430,884.87 元（根据北方亚事评报字[2019]第 01-541 号《资产评

估报告》）为基数计算出标的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价值为 101,140,610.73 元，以此为基础双方协商得出标的股

权转让价格为 93,567,760.00 元。  

支付方式及期限：双方同意受让方按照下述付款方式和进度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首期: 受让方

应于 2019 年 10 月 19 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人民币 28,070,328.00 元（大写：贰仟捌佰零

柒万叁佰贰拾捌元整）。第二期: 受让方应于 2019 年 11 月 19 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 即人

民币 28,070,328.00 元（大写：贰仟捌佰零柒万叁佰贰拾捌元整）。第三期： 受让方应于 2019 年 12 月 19

日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5%, 即人民币 32,748,716.00 元（大写：叁仟贰佰柒拾肆万捌仟柒佰壹拾

陆元整）。尾款：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5%，即人民币 4,678,388.00 元（大写：肆佰陆拾柒万捌仟叁佰捌拾捌

元整的股权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开具等额银行保函并在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时一并交付给转让方。转

让方在一个月内完成目标公司建筑、设备等的质量检查，质量检查以转让方提供目标公司在线监测验收备

案、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质监站）以及环保验收通过的证明文件为准。同时，转让方还应对前期已支付但

未开具税票的机器设备款（9,783.65 万元）协调供货商北京爱建同益经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开具合法合规的

相应税票。在双方完成股权交割手续以及所有资产、合同、印鉴等文件资料的移交后，支付前述剩余股权

转让价款。 

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转让方应于第三期目标公司股权转让价款、目标公司往来款支付完成且本合同

第 3.3 条约定的反担保及相关协议生效或担保人完成变更之日起，立即协助受让方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

登记。转让方同意按照受让方指示将标的股权过户登记至受让方或其全资或参股子公司名下。受让方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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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支付相应应付款项的，不得请求转让方协助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转让手续，亦不得要求标的公司在其股

东名册中将标的股权登记在受让方或其全资或参股子公司名下。 

合同的生效条件：（1）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标的股权为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权未被质押、司法

冻结或设置其他任何权利负担，无任何权利瑕疵，如有权利负担，转让方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前解除，如有

权利瑕疵，转让方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前消除。（2）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转让方认缴的注册资本已全额实

缴到位。（3）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转让, 或对本次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法院的裁决或有关政府主

管部门的禁令或决定。（4）本合同已由双方签署并经转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经受让方董事会

审议通过并经其出资人或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生效时间：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于转让方董事会/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且经受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其出资人或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本合同部分

条款无效不导致本合同无效，协议双方应继续履行本合同其他条款。 

违约责任：（1）本合同签订后，双方应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全面、适当、及时的履行其义务和约定，若

本合同的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的约定均构成违约，应当及时赔偿守约方的损失（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守约方

支付的财务顾问费、审计费、律师费等与本合同相关的费用支出）。（2）如受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任

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应向转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以股权转让价款未按时支付的金额为基数, 

按照日利率 0.03%的计算利息。若逾期超过 60 日, 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受让方应返还标的股权, 并向转

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总额 5%的违约金, 该等违约金转让方有权直接从应向受让方返还的股权转让

价款(如有)中直接抵扣, 不足部分由受让方另行支付。转让方违约的，受让方有权停止支付直至违约情形得

以消除，该期间不视为受让方违约。（3）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构成对该项

权利或其他权利的放弃，单独或部分行使本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某项权利并不妨碍其进一步行使该项权利或

其他权利。（4）转让方违反第七条陈述与保证或对公司情况披露不真实、不完整的，导致受让方因转让方

上述违约行为遭受损失的，受让方有权向转让方追偿。（5）转让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义务而导致标的股

权变更登记及其它工商变更登记延迟的，每延迟一天, 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已支付金

额的 0.03% 作为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60 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股权

转让款，并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作为违约金。（6）转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配合办理

移交，经受让方书面催告后，仍未办理的，则每延迟一天, 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已支

付金额的 0.03%作为逾期违约金。逾期超过 60 日的，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转让方应当退还已经收取的

股权转让款，并向受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款总额的 5%作为违约金。（7）前期已向北京爱建同益经贸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支付但未开具税票的机器设备款（9,783.65 万元），若转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提供合法合

规的相应税票，则转让方向受让方支付 450 万元。经受让方催告后，仍未支付款项的，按每延迟一天, 转让

让应向受让方支付 0.03% 作为违约金。 

（三）履约安排 

经受让方九华经建投公司确认，其作为国有企业且是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湘潭九华示范区）承担

土地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建设资金筹措的公司，完全具备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近三年来财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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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双方通过协议明确约定了支付节点安排及违约责任，预计协议相关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双方同意受让方受让股权后，原有与目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其劳动关系由受让方根据实际需

要进行处理；未与目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其他人员，由转让方自行安置并承担责任。公司本次出售资产

所得款项用于日常经营及投资项目。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湘潭自来水、湘潭污水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分别为湘潭自来水

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的贷款、湘潭污水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岳塘支行的贷款提

供保证担保，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公司与九华经建投共同为上述贷款银行申请将担保人变更，若贷款银行

不同意，九华经建投承诺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公司不存在委托湘潭自来水、湘潭污水理财以及上述公司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本次出售资产事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

产的运营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出

售资产预计实现税前转让收益 10,000 万元。本次交易完成确认的收益情况以相应的定期报告为准。 

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0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