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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19-097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与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签署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交易为公司控股孙公司城发环保能源（滑县）有限公司与洛阳城市建设勘

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阳城建院”或“洛阳设计院”）签订《滑县静脉产

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2.公司与洛阳设计院同受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及主要内容 

2018年9月20日，滑县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滑县城发”）作为牵

头人与联合体成员重庆三峰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洛阳设计院、河南城发桑德环保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联合体协议书》，约定参加“滑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与静脉产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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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垃圾焚烧发电一体化PPP项目”（项目编号：HJYZG[201808]041号）的投标事宜。

2018年11月21日，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中标通知书（国信中[2018]（31）

078号），确定联合体中标该项目。 

为快速介入静脉产业园项目建设和解决同业竞争，公司决定收购河南城市发展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投资”）持有的滑县城发股权。2019年1月14日，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城发投资、滑县城发、滑县投资有限公司四方签署《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由公司以人民币837.30万元收购城发投资持有的滑县城发51%的股权。收购完成后，

滑县城发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5 日 在 《 证 券 时 报 》 、 《 中 国 证 券 报 》 及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2019年1月16日，上述《股权转让

协议》签订。2019年1月17日，公司控股孙公司城发环保能源（滑县）有限公司完成

工商登记手续并取得滑县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根据滑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与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一体化PPP项目招投标文

件、联合体协议书、联合体补充协议书关于“洛阳设计院参加项目投标、谈判，协助

组建项目公司，按约定投资比例向项目公司出资，负责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

之约定，城发环保能源（滑县）有限公司与洛阳设计院签订《滑县静脉产业园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签约合同价暂定为：人民币（大写）叁亿伍仟壹

佰伍拾捌万玖仟柒佰玖拾陆元整（小写金额：351589796.00 元），如果国家调整税

率，则执行调整后税率，合同价格相应调整。 

（二）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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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专业环保板块公司，负责推进全省静脉产业

园等环保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洛阳设计院是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三级企业，

具备工程总承包资质。 

公司和洛阳设计院均受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城发环保能源（滑县）有限

公为公司控股孙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2019年12月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孙公司

城发环保能源（滑县）有限公司与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签署总承包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朱红兵先

生、李明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事前

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

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300740743977G 

住 所：洛阳市洛龙科技园宇文恺街1号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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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苏国宏 

注册资本：贰仟壹佰柒拾贰万圆整 

成立日期：2002年07月17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工程设计与施工；城市规划编制；工

程监理；工程测量；工程咨询；不动产测绘；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电力工程、风景园

林工程、照明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建筑幕墙工程、钢结构工程、

消防设施工程、环境工程专项设计与施工（依法凭有效资质证经营），新能源的技术

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市政工程总承包服务；建设工程总承包服务；

工程招投标代理；工程管理服务；会计服务；贸易代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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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107.72万元，出资比例51%；宁波

海山保税港区翰泰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064.28万元，出资比例49%。 

（二）历史沿革 

2002年1月15日，洛阳市建设委员会作出《关于成立洛阳市城市建设勘察设计研

究院的通知》（洛市建[2002]21号），决定成立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研究院，原洛

阳市市政设计研究所道路、排水、给水3项乙级设计资质、泾渭市政工程监理所乙级

监理资质通过资质变更手续归属洛阳市城市建设勘察设计研究院。 

2002年2月28日，洛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作出《关于洛阳市市政设计研究所更名

为洛阳市城市建设勘察设计研究院的批复》（洛市编[2002]3号），同意洛阳市市政

设计研究所更名为洛阳市城市建设勘察设计研究院，由洛阳市建设委员会领导。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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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按科技型企业改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不再按事业单位对待。2002年7月26

日，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洛阳市城市建设勘察设计研究院核发了注册号为

410300100443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09年2月27日，洛阳城建院向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改制为洛阳城市建设

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2009年3月5日，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向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

计院有限公司核发了注册号为41030011005496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2年9月11日，洛阳城建院向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公司注册资本、实收

资本由600万元变更为2172万元。2012年9月13日，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此次变更

向洛阳城建院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2017年6月13日，洛阳城建院向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公司股东由苏国宏、

胡斌、郝身群、李晨杰、肖慧平变更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翰泰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经营期限由20年变更为长期；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

股）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2017年6月15日，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此次变更

向洛阳城建院核发了新的《营业执照》。 

2018年12月26日，洛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就股权变更向洛阳城建院核发了新的

《营业执照》。变更后股权结构为：河南城市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出资1107.72万元，

出资比例51%；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翰泰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1064.28万

元，出资比例49%。 

（三）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洛阳设计院现已发展为以市政公用专业为主、建筑和规划并举、测绘和监理相辅、

咨询和研究跟进、景观和园林相融的综合性勘察设计单位，如今服务范围已覆盖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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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各个地市，并辐射至周边多个省份。主要通过向建设单位提供工程勘察设计及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编制、市政道路勘察设计及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的服务、工程监理以

及工程咨询服务实现收入。洛阳设计院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序号 项 目 2018 年度（元） 2017 年度（元） 2016 年度（元） 

1 资产总计 109307779.64 78939284.36 100689038.70 

2 流动资产 102189407.47 75089468.17 85234034.26 

3 货币资金 74883774.59 38548947.52 35210160.40 

4 应收账款 22526502.77 14095936.42 12706478.22 

5 其他应收款 3933713.90 21067060.01 35015889.80 

6 非流动资产 7118372.17 3849816.19 15455004.44 

7 负债合计 43978672.12 37837191.06 44426754.43 

8 应付账款 17328166.33 10542384.73 11265245.74 

9 预收账款 209000.00 12035754.76 725900.00 

10 应付职工薪酬 11824784.43 9702142.72 20569430.44 

11 其他应付款 6306528.31 1197111.79 9816728.15 

12 股东权益合计 65329107.52 41102093.3 56262284.27 

13 利润总额 41660266.58 32148864.96 10847086.59 

14 净利润 30555521.58 23020904.59 6924921.33 

15 未分配利润 35834374.44 14662912.38 14243941.63 

（四）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和洛阳设计院均受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制，城发环保能源（滑县）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孙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构成关联交易。 

（五）经核查，洛阳设计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滑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与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一体化PPP项目 

2.投资估算：项目工程估算总投资为45099万元(最终以财政审核的项目投资规模

确定)。 

3.建设内容： 



 
 

7 

工程区位于滑县留固组团规划区域内。所在区域交通便利，靠近S222省道，距离

滑县县城约10公里，距留固镇约4公里。项目总用地面积98.86亩。 

根据《滑县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本工程项目设计总

规模1000t/d，设计二条垃圾焚烧处理线，垃圾处理能力2×500t/d，年处理垃圾量36.5

万吨，配置两台10MW凝汽式汽轮发电机组。工程项目主要由主厂房、辅助生产设施、

生产管理和生活服务设施组成。 

4.合作期限：滑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项目采用委托运营运作方式,合同期限8年。

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采用BOT合作模式运作，合作期共计为30年， 其中项目

建设期2年，运营期28年。  

5.回报机制：静脉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回报机制为使用者付费+政府可行

性缺口补贴，项目公司向政府收取垃圾处理服务费用，同时向电力企业供电收取电费，

以收回投资，并获取合理回报。 

四、《滑县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全称）：城发环保能源（滑县）有限公司 

承包人（全称）：洛阳城市建设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滑县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工程批准文号：滑发改{2017}172号 

工程内容及范围：本项目总规模为日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天，年处理36.5万吨，

拟配置2条500吨／日的机械式炉排炉垃圾焚烧线和2台10MW汽轮发电机组。 

工程地址：河南省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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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承包范围：包括但不限于滑县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设备及材

料采购（不含焚烧炉设备）、设备材料监造、运输及保管；建筑、安装工程施工（包

括配合施工许可证等施工手续的办理，不包括桩基施工）、调试、试验、试运行；负

责本项目的部分招标、工程结算审核、工程保险和项目管理等相关工作。 

（二）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 

 签约合同价暂定为：人民币（大写）叁亿伍仟壹佰伍拾捌万玖仟柒佰玖拾陆元

整（小写金额：351589796.00 元）。如果国家调整税率，则执行调整后税率，合同

价格相应调整。 

五、合作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定位于通过参与投资、资产收购等方式布局环境及公用事业领域，深度介入

河南省静脉产业园等环保项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本次交易的完成有助于公司与洛

阳设计院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大开发河南省静脉产业园等环保项目力度。 

（二）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19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本公告所述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

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7685.4万元，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 

七、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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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定价系经各方参考市场价格协商一致的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公司与关联法人签订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

经取得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相关资料进行了审阅并就有关情况进

行了充分了解，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和独立董事工作的有关规定，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因本议

案涉及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董事朱红兵先生、李明先生、张东红先

生、陈兰女士须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与关联法人签订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事项为“滑县农村生活垃圾清运与静

脉产业园垃圾焚烧发电一体化PPP项目”既定后续事项，是为了充分发挥各自在行业、

技术和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并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交易事项符合市场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联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经表决一致通

过上述议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九、备查文件 

（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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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四）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滑县静脉产业园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