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601199          证券简称：江南水务         公告编号：临 2018-069 

转债代码：113010          转债简称：江南转债 

转股代码：191010          转股简称：江南转股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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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标的公司名称：江阴市锦绣江南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 5月 30 日，锦绣江南 46%股权转让给华锐环境，交易价格为 487.9082

万元，除此之外过去 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简述交易风险：本次交易需各方的内部审批程序批准；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国

资主管部门的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江阴市锦绣江南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绣江南”）发展战略

和实际经营的需要，以增资的方式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江阴市秦望山工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项目。锦绣江南现有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拟增资注册资本到 12000万元，

计划新增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拟出资额为 5760 万元，出资比例为 48%；江阴市华锐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锐环境”）出资额为 5520万元，出资比例为 46%；江阴市月城镇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月城投资”）出资额为 480万元，出资比例为 4%；江阴市南闸街道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闸投资”）出资额为 240万元，出资比例为 2%。本次增

资方式为现有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以现金方式增加出资额，本次增资完成后，各

股东出资比例保持不变。 

2、公司实际控制人江阴市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是江阴市秦望山产业园投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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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公司控股股东，华锐环境是江阴市秦望山产业园投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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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2.7 条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事项适合豁免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规定。 

3、2018年 5月 30 日，锦绣江南 46%股权转让给华锐环境，交易价格为 487.9082

万元，除此之外过去 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及交易方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江阴华锐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1月 20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281MA1TAQPMXX，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

或控股的法人独资），注册地址为江阴市月城镇环山路 8 号，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

元，法定代表人为陈卓。经营范围：环境保护工程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及相关配套服务；环保项目的建设运营管理；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工业固体废物的

处理和综合利用；废气、废水处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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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股东情况：江阴市秦望山产业园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3、截止 2018年 6 月 30日(未审计)，华锐环境资产总额 2,000.60 万元，资产净

额 2,000.60万元；2018年上半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 0.00万元，实现净利润-5,223.80

元。 

（二）其他交易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阴市月城镇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69075030X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阴市月城镇人民路 86号 

法定代表人：钱芳 

注册资本：1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9 年 06月 10日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承办展览展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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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象设计、策划；经济信息咨询（不含投资咨询）；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

内外各类广告；会议服务；市场调查；房屋出租、出借；蔬菜、水果、林木的种植；

水产品的养殖、销售；市政建设开发；提供旅游观光服务；工艺品、文具用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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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江阴市万顷果园发展有限公司持有月城投资 100%股权。 

2、公司名称：江阴市南闸街道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81703521451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江阴市南闸街道紫金路 11号 

法定代表人：薛建忠 

注册资本：1000 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8 年 07月 27日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金对实业进行投资；机械设备、五金产品、建材、金属材

料的销售；房屋租赁。（以上项目不含国家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禁止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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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情况：江阴市南郊经济开发公司出资 700万元，江阴市南闸街道第三产

业总公司出资 300万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锦绣江南，锦绣江南的基本情况如下： 

1、江阴市锦绣江南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1月 7日，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281MA1ME4J079，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

为江阴市延陵路 224 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徐海。经营范

围为医疗废物、危险废物、工业固体废物的处理和综合利用；废气、废水处理；环保

技术研发和咨询，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2、股东情况：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8%，江阴市华锐环境发展有限

公司持股 46%，江阴市月城镇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4%，江阴市南闸街道投资有限公司持

股 2%。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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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

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涉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标的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锦绣江南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12 月 31日 

（经审计） 

2018年 6月 30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730,555.47 59,106,027.11  

资产净额 9,661,726.17 9,109,665.94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332,068.31 -552,060.2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332,068.31 -552,060.23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合同主体： 

甲方：江阴市锦绣江南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乙方：江苏

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丙方：江阴市华锐环境发展有限公司；丁方：江阴市月城镇

投资有限公司；戊方：江阴市南闸街道投资有限公司。 

（二）增资标的：锦绣江南。 

（三）增资：增资方一致同意，依据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按照各方实缴出资额

占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比例在甲方（目标公司）原有注册资本 1,000万元基础上，认缴

新增注册资本 11,000 万元，本次增资的价格为 1元/1元注册资本，具体如下： 

乙方以现金5,280万元对目标公司增资；丙方以现金 5,060万元对目标公司增资；

丁方以现金 440万元对目标公司增资；戊方以现金 220万元对目标公司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出资方式 

1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5,760.00 48.00 货币 

2 江阴市华锐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5,520.00 46.00 货币 

3 江阴市月城镇投资有限公司 480.00 4.00 货币 

4 江阴市南闸街道投资有限公司 240.00 2.00 货币 

合     计 12,000.00 1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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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用途 

各方同意，本次增资的增资款项专用于投资建设江阴市秦望山工业废弃物综合利

用项目。江阴市秦望山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2月 25

日披露的《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08）。 

（五）本协议生效后，目标公司应开立专用账户并通知增资方，增资方应在收到

通知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将增资款项全部汇入目标公司指定账户。 

（六）权利与义务 

1、足额缴纳出资的权利与义务 

增资方有义务依据本协议的约定对目标公司增资，并享有本次增资后目标公司股

东权利；同时，已按期、足额缴付出资的增资方按其实缴的出资额对目标公司享有相

应的股东权利。 

2、变更登记义务 

本次增资的增资款项支付完毕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目标公司应向工商行政主管

部门申请办理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与备案手续，增资方有义务协助并督促本次增

资后目标公司办理与本次增资有关的各项工商变更与备案手续，包括但不限于：注册

资本、实收资本、公司章程、股权结构等。 

（七）本协议经各方签署并自下列所有条件满足后生效： 

1、增资方履行完毕相关的审议决策程序； 

2、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增资事宜。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根据锦绣江南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的需要，以增资的方式募集资金，用

于投资建设江阴市秦望山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有利于实现项目正常投产运营，

获得投资收益，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本次增资为锦绣江南现在股东同比例增资，增

资完成后，公司对锦绣江南的持股比例未发生变化。公司本次增资的所需资金全部自筹，

本公司的主要经营也不会因本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8年 9月 26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在公司三楼会议室（江阴市滨江

扬子江路 66 号）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会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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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龚国贤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以 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

司以自有资金 5760 万元对锦绣江南增资。龚国贤、华锋、陆庆喜为江阴市公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向本公司提名推荐的董事，故本公司根据实质判断原则认为其有必要进

行回避。因此，前述 3 名董事为关联董事，需予以回避，由其他 4名非关联董事对本

议案进行表决。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对

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会议审议，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本次增资事项是根据锦绣江南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的

需要，以增资的方式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江阴市秦望山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项目，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经锦绣江南股东协商，各股东按照原有持股比例进行同比例现

金增资，各股东对锦绣江南进行增资严格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

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本次增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项关联交易时，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我们同意通过该议案。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