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昊天节能股权的公告 

 第 1 页 共 10 页 

证券代码：300055               证券简称：万邦达             公告编号：2019-074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昊天节能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2019 年 11 月 5 日，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或“万邦达”）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昊天节能股权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所持有的全

资子公司昊天节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昊天节能”）100%股权转让

给惠州戴泽特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戴泽特”）及宁夏智恒达机械设备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智恒达”），转让金额为人民币 28,000 万元。 

2014 年，公司以发行股权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了昊天节能 100%的股权，

昊天节能成为万邦达的全资子公司。此后，昊天节能借助万邦达在资金、业务等

多方面的支持，一度实现了快速发展，2014 年~2016 年，昊天节能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 50,341 万元、63,639.9 万元和 56,549 万元，实现净利润 5,106.6 万元、7,507.8

万元和 7,480.5 万元。 

2017 年以来，受宏观环境及商业环境变化的影响，昊天节能盈利能力出现

了显著的下滑。一方面，受国家对钢铁行业调控延续去产能和环保限产政策影响，

钢材、聚乙烯、聚氨酯等主材同比价格上升趋势明显，致使业务毛利率下降；另

一方面，随着市场的转变和供暖采暖行业对于管道质量、保温性等需求的提升，

在原有同等技术的竞争对手的基础上，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竞争的加剧带来价格

恶性竞争。此外，在京津冀地区启动重污染天气预警和应急响应的状况下，昊天

节能还遇到了多次停产、限产困扰，再加之资金环境的变化，昊天节能近年来应

收账款增长较快，出现较大的资产减值损失。2017~2018 年，昊天节能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 37,445.8 万元、46,806.7 万元，实现净利润 2,160.9 万元、-6,02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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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换带来的挑战，公司对发展战略进行了积极调整。未

来，公司将专注于污水处理，危固废处理等主营业务的发展，并对整体资产进行

优化和处理。考虑经营的稳健性和资产的协同性，公司拟对外出售所持有的昊天

节能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昊天节能的股权。 

2、本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3、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惠州戴泽特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惠州戴泽特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注册地址：惠州大亚湾澳头岩前前新路 17 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 19,9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陈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300075100778J 

经营范围： 投资化工项目、橡胶产业（具体项目另行审批）；国内贸易（不

含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经营项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

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不含商场、仓库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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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陈鹏（100%） 

实际控制人：陈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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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泽特除为公司参股公司惠州大亚湾伊科思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参

股股东（持股比例 24%）外，与万邦达及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其他关系。经核查，戴泽特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日，戴泽特总资产为 29,747.55 万元，净资产为 19,422.38

万元；2018 年净利润为-469.78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2、宁夏智恒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宁夏智恒达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银川市金凤区双悦新村 22 号楼 19 号营业房 

注册资本：人民币 599 万元 

法定代表人：庞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0100564145934P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明确或国务院决定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无须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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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及持股比例：曹铁柱（60%），庞伟（40%） 

宁夏智恒达与万邦达及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无关系。经核查，宁夏智恒达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宁夏智恒达总资产为1,363.80 万元，净资产为176.09

万元；2018 年净利润为 74.95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昊天节能股权的公告 

 第 4 页 共 10 页 

1、标的资产概况 

（1）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昊天节能 100%的股权。 

昊天节能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与华商商业保理公司签订编号为

HS20181227-1 的保理协议，转让昊天节能对宁夏长合久盈工贸有限公司、北京

倍卓三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 10 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共计 3,703.82 万元，实际取

得融资 3,000.00 万元。昊天节能不动产登记证（编号：盐土国用（2016 字）第

032、023 号、盐权字第 F160405、F160356 号）项下资产抵押给沧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盐山支行，不动产登记证（编号：盐土国用（2015 字）第 029、31 号、

盐权字第 F150015、160413 号）项下资产抵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沧州分行。

除此之外，昊天节能股权清晰，无其他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情况，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昊天节能的账面价值和评估价值 

公司对昊天节能的初始投资额为 68,100.00 万元，2014~2018 年经审计纳入

合并范围内利润 14,324.73 万元，2017 年分红 19,950.00 万元，2017 年、2018 年

计提商誉减值 28,395.29 万元，2019 年 1-9 月纳入合并范围利润为 1,177.63 万元，

评估增值资产累计折旧及摊销影响账面价值额为-613.09 万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账面价值为 34,643.98 万元。根据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出具的（亚评报字[2019]146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万邦达所持有昊天节能公司全部股权对应净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28,145.31 万元。 

（3）公司获得昊天节能 100%股权的时间、方式和价格 

公司于 2014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 2014 年 5 月

30 日召开的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权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方案的议案》，公司以发行股权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张建兴、孙

宏英、于淑靖、肖杰和河北创智等 5 名交易对方收购其合计持有的昊天节能 100%

的股权，交易价格为 68,100 万元，其中交易对价的 10%采取现金支付，90%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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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支付。 

2014 年 8 月，昊天节能完成股权过户手续，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并办

理了工商登记手续。 

2、昊天节能为万邦达持有 100%股权的全资子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昊天节能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时间：2004 年 12 月 16 日 

注册地址：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16,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5769816148A 

经营范围：节能环保装备制造；节能环保项目投资；热电设备及配件、保温

管道及连接件、塑料管材的生产、销售；管道施工安装、供热工程承包（凭资质

证经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机械设备、零配

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

术除外；市政工程施工；防腐保温工程施工；建筑防水工程施工；地基与基础工

程施工；土石方工程施工；开展城镇供热相关技术研究，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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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昊天节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经审计） 2019 年 9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6,516.86         90,816.35  

负债总额    67,931.91         71,053.76  

净资产    18,584.95         19,76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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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46,808.67         14,478.29  

营业利润    -7,049.11          1,275.05  

净利润    -6,024.03          1,177.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6,242.12          3,049.11  

3、2019 年 11 月，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就昊天节能公司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财务数据，出具了报告号为希北

分审字（2019）0021 号审计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4、本次交易不涉及债务债权转移。 

5、本次交易完成后，昊天节能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1）截至 2019 年 11 月，公司为昊天节能公司担保余额 13,960.00 万元，对

昊天节能提供担保中已使用部分，公司将继续履行担保义务，直至担保期结束。 

（2）截至 2019 年 11 月，公司为昊天节能提供资金支持 24,499.16 万元，昊

天节能应向公司支付但未付的股利计 17,450 万元。 

针对公司为昊天节能提供的资金支持及昊天节能应付但未付的股利，根据股

权转让协议： 

1）受让双方同意就上述款项向万邦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2）受让双方同意，将昊天节能公司的部分应收账款质押给万邦达，质押的

应收账款余额不低于 3 亿元； 

3）受让方戴泽特同意将其持有惠州大亚湾伊科思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的股权质押给万邦达，以保证昊天节能对万邦达欠款的清偿。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昊天节能 100%股权的作价为人民币 2.8 亿元。公司拟向戴泽特转让昊天节

能 80%的股权，向宁夏智恒达转让昊天节能 2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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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泽特和宁夏智恒达均采取分两期支付的方式支付昊天节能股权对应的股

权转让价款，第一期需支付总作价的 60%，第二期需支付总作价的 40%。具体

如下： 

（1）第一期支付：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戴泽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支付转让款人民币 13,440 万元（大写：壹亿叁仟肆佰肆拾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宁夏智恒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公司指定银行

账户，支付转让款人民币 3,360 万元（大写：叁仟叁佰陆拾万元）； 

昊天股权转让事项，自戴泽特、宁夏智恒达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并经过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戴泽特、宁夏智恒达按转让股权的比例，

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共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大写：

贰仟万元），作为交易的定金。 

（2）第二期支付：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戴泽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支付转让款人民币 8,960 万元（大写：捌仟玖佰陆拾万元）；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宁夏智恒达以银行转账的方式，向公司指定银行

账户，支付转让款人民币 2,240 万元（大写：贰仟贰佰肆拾万元）；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戴泽特承诺为宁夏智恒达在该协议下的付款，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2019 年 11 月出具的（亚评报字

[2019]146 号）《资产评估报告》，万邦达所持有昊天节能公司全部股权对应净资

产的评估价值为 28,145.31 万元。经三方协商确认，万邦达向受让方转让昊天节

能公司股权的转让价格合计为 28,000.00 万元。 

截止 2019 年 9 月，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为 34,643.98 万元，与成交价格差

额为 6,643.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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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付安排 

《股权转让协议》经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后成立，在下述条件

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1）昊天节能股东已作出股东决定批准本次股权转让； 

（2）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议案； 

（3）戴泽特及宁夏智恒达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 

（4）戴泽特及宁夏智恒达已按照本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足额定金；  

（5）如需要监管部门审批的，获得其批准。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25 日内，办理完成将昊天节能股权变更至戴泽特

和宁夏智恒达名下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昊天节能

股权转让至戴泽特和宁夏智恒达名下并就该等股权转让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之日，为交割日。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日（包括签署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

的期间，为过渡期。 

在过渡期间，昊天节能产生的损益由戴泽特和宁夏智恒达享有和承担；过渡

期间，公司承诺不会改变昊天节能生产经营状况，将保证昊天节能根据以往惯常

的方式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不会发生重大不利变

化。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公司转让昊天节 100%股权后，昊天节能的人员将由戴泽特及宁夏智恒达组

成的经营管理层进行安排；本次交易后，不会产生关联交易，也不产生同业竞争

问题。收购方与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交易事项权属清晰。交易所得资

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污水处理、危固废处理等）和后续持续发展。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客户（如地方政府平台，地方国企等）财务支付能力的下降，市场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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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的加剧以及区域环保政策的趋严，昊天节能的盈利能力自 2017 年后，逐步

出现显著的下降。从整体的角度看，除昊天节能对公司盈利能力造成较大压力外，

对外转让股权主要还有如下考虑： 

1、公司战略调整后，将聚焦主营业务的发展 

在近年国家去杠杆的背景下，企业资金面进一步紧张。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资本市场再融资渠道的受限，使得长周期、还款弱的投资项目，面临巨大的挑战。

叠加产生企业的违约潮，进一步使得企业发债遭遇寒冬。 

面对宏观环境的变化，公司通过积极的战略调整进行应对。公司业务的发展

将逐步聚焦在传统污水处理领域及现金流稳定的危固废处理领域。通过战略方向

的主动调整，利用企业的优势业务，去面对不利的环境变化，降低成本，提高生

存和发展能力。 

2、资产盈利能力下降，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 

从商业模式看，昊天节能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业务的发展和扩大。一方面，

昊天节能客户多为国有大中型企业，其付款审批节点较多、程序较长，加之工程

量普遍较大、施工周期长，并通常留有 5-10%的质保金，导致昊天节能应收账

款余额较大；另一方面，昊天节能产品主要采用“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生产模式，

不同订单要求的保温管道产品规格、大小、壁厚等不同，须根据订单要求生产不

同的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因此，原材料采购容易形成资金占用。 

截至公告披露日，昊天节能利用公司担保借款余额为 13,960 万元，公司整

体向昊天节能的借款余额为 24,499 万元。在昊天节能自身盈利能力下降、回款

能力不佳的情况下，公司继续向昊天节能提供资金支持，无疑将对整体的发展带

来不利影响。 

3、协同能力减弱，经营波动风险加剧 

随着乌兰察布 PPP 项目投资建设进入收尾阶段，其他工程业务增长缓慢，

公司与昊天节能之间的业务协同性逐渐减弱。在这一情况下，面对对手的低价竞

争，昊天节能规模和技术优势得不到有效发挥，固定成本及财务费用加剧了自身

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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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出售，交易产生亏损 6,643.98 万元，系资产的交易价格低于资产的

账面价值。交易产生的亏损，对公司 2019 年的业绩会产生一定影响，但预计不

会对公司 2019 年的盈利带来根本性的改变。 

本次交易股权处置收益计入当期损益的最终结果以公司年报审计数据为准。

本次交易需在交割完成后才能确认处置损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上述风险。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昊天节能审计报告； 

5、昊天节能评估报告； 

6、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万邦达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昊天节能股权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