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华通热力      公告编号：2020-077 号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二级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重要提示： 

1、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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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价格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结

果为依据协商确定。 

4、本次交易存在估值风险、商誉减值风险、后期整合的风险等风险。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北

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意龙达”）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

众合易安（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易安”）持有的迁西

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迁西和然”）65%股权及迁西富龙热力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迁西富龙”）44.5%股权。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0）第 010578号、中同

华评报字 2020 第 010576号），迁西和然 100%股权评估值为 11,643.03 万元、

迁西富龙 100%股权评估值为 18,200.00 万元，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迁西和然 65%

股份的对价为 7,567.97 万元，购买迁西富龙 44.5%股权对价为 8,099 万元，合

计 15,666.97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6 月 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二级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表决结果为 11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签署《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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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众合易安（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MA01G8R17U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 59 号院 4号楼 1 至 14 层 101内 05 层 660

法定代表人：王茜 

注册资本：2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8 年 12月 19日   

经营范围：人力资源服务；代理记账；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刻制公章；专

利代理；劳务派遣（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2 年 05 月 19 日）；教育

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汽车装饰；企业

管理；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会议服务；企业策划；税务咨询；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广告；产品设计；应用软件服务（不含医用软件）；基础软件服务；组织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商标代理；版权贸易。（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

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代理记账、刻制公章、人力资源服

务、专利代理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图：   



  

众合易安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三、 交易标的概况  

（一）交易标的股权概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迁西和然 65%的股权及迁西富龙 44.5%股权，产权清晰，不

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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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 迁西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迁西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迁西县财政六院团结路西   

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振博 

成立日期：2014 年 08月 01日   

经营范围：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的研发，节能设备的销售、维修，

工业余热的回收与再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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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前后股东情况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100  35% 6,000 100% 

众合易安（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 3,900 65% - - 



司 

合计 6,000 100% 6,000 100% 

 

（3）主营业务概述 

迁西和然是一家以节能技术推广服务，节能技术的研发，节能设备的销售、

维修，工业余热的回收与再利用的节能公司，目前主要业务是承担着迁西富龙工

业余热获取过程中与热源提供单位工程设计、建设、调试、运行、环保、节能等

多项工作。最重要的是对钢铁厂每年的技改、新建、新上项目的取热工艺流程进

行分析研究，合理的把钢铁企业的余温、余压及废热科学地应用到城市管网中。 

（4）标的公司最近二年一期财务数据 

迁西和然最近二年一期财务报表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兴财光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0]第 212157 号），

迁西和然经审计后的最近二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20年 1-3月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流动资产合计 76,171,155.32 76,181,539.16 86,151,965.78 

非流动资产合计 76,488,126.28 76,488,126.28 75,478,131.28 

资产合计 152,659,281.60 152,669,665.44 161,630,097.06 

流动负债合计 36,983,648.72 36,956,566.30 44,891,697.64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 债 合 计 36,983,648.72 36,956,566.30 44,891,697.64 

应收款项总额 - - 50,019,227.2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5,675,632.88 115,713,099.14 116,738,399.42 

营业收入 - - 28,550,000.00 

利润总额 -37,466.26 -1,025,300.28 -2,046,007.05 

净利润 -37,466.26 -1,025,300.28 -2,046,007.0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18.84  40,048,987.52  -89,692.39 

2、 迁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迁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迁西县财政六院团结路西   



注册资本：10,000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振宇 

成立日期：2014 年 06月 30日   

经营范围：热力生产及供应、管网建设、城镇供暖项目的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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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交易前后股东情况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北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5,050  50.5% 9,500 95% 

迁西县建城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500 5% 500 5% 

众合易安（北京）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 
4,450  44.5% - - 

合计 10,000  100% 10,000  100% 

（3）主营业务概述 

迁西富龙是一家以热力生产及供应、项目筹建，管网建设，对城镇供暖项目

进行投资与咨询服务的供热公司。目前负责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的供暖服务，为

迁西县城区唯一一家供暖公司，获得了迁西县特许经营权。 

迁西富龙热源获取方式为工业余热，通过对位于迁西县城西部的河北津西钢

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生产流程进行改造，提取并回收钢铁厂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多种低品位工业余热，通过长距离输送，为迁西县城热用户进行集中供热。该

方式有效地回收低品位工业余热，并通过城区供热管网改造，将这部分余热应用

于迁西城区采暖，彻底解决迁西县热源紧张的局面，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双提高，开创了中国低品位工业余热暖民工程的先河，对于工业节能减排,进一

步提高能源利用率，降低城市能源消耗和解决城市冬季供热热源紧缺等具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 

（4）标的公司最近二年一期财务数据 

迁西富龙最近二年一期财务报表已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兴财光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0]第 212158 号），



迁西富龙经审计后的最近二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1日

/2020年 1-3月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流动资产合计 63,536,488.64 59,497,615.80 46,680,352.08 

非流动资产合计 289,448,365.24 295,153,909.45 293,932,415.39 

资产合计 352,984,853.88 354,651,525.25 340,612,767.47 

流动负债合计 284,895,846.97 312,932,220.56 367,728,335.30 

非流动负债合计 77,840,962.54 80,320,067.03 50,204,957.23 

负 债 合 计 362,736,809.51 393,252,287.59 417,933,292.53 

应收款项总额 53,647,839.77 43,960,076.30 
  36,229,046.36  

 

所有者权益合计 -9,751,955.63 -38,600,762.34 -77,320,525.06 

营业收入 55,018,992.97 91,722,023.71 86,494,237.29 

利润总额 28,848,806.71 40,817,873.36 -5,927,913.48 

净利润 
28,848,806.71  

 

38,539,762.72  

 

-4,998,350.97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1,436,633.36     47,475,975.63 40,446,904.52 

 

（三）迁西和然与迁西富龙的业务合作关系 

迁西富龙目前负责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的供暖服务，为迁西县城唯一一家供

暖公司，获得了迁西县供暖特许经营权。迁西富龙热源获取方式为工业余热，通

过对位于迁西县城西部的河北津西钢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生产流程进行改

造，提取并回收钢铁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多种低品位工业余热，通过长距离输送，

为迁西县城热用户进行集中供热。 

迁西和然作为国家发改委“余热暖民工程”项目起草单位之一，自成立以来



就承担着迁西富龙工业余热获取过程中与热源提供单位工程设计、建设、调试、

运行等多项工作。最重要的是对钢铁厂每年的技改、新建、新上项目的取热工艺

流程进行分析研究，合理的把钢铁企业的余温、余压及废热科学地应用到城市管

网中。截至 2020 年 3月 31日，迁西和然主要资产为迁西富龙供热运营中所必须

的节能环保设备，为迁西富龙供热资产的必要组成部分。 

因此，为保证生产经营性资产的完整性，本次收购目标股权为迁西和然 65%

股权与迁西富龙 44.5%股权。本次收购完成后，迁西和然将成为公司全资二级子

公司，迁西富龙将成为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更有利于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和管

理，推进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决策效率。同时也符合迁西县政府对供热企业的管

理要求。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北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乙方：众合易安（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 

（一）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迁西和然 65%的股权及迁西富龙 44.5%的股权，根据

《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交易基准日，迁西和然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1,643.03

万元，迁西富龙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18,200.00 万元；经双方协商，迁西和然

65%的交易价格根据前述评估值确认为 7,567.97 万元，迁西富龙 44.5%的交易价

格根据前述评估值确认为 8,099万元。上述二项合计交易金额为 15,666.97万元。 

本次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款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 

（二）交易价款的支付安排 

经双方协商确定，甲方本次股权转让价款共分两期支付。 

第一期：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本次交易股权

转让价款的 50%，即人民币 7,833.485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仟捌佰叁拾叁万肆

仟捌佰伍拾元整）。 

第二期：迁西和然、迁西富龙股权转让后工商变更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甲

方向乙方支付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的剩余 50%，即人民币 7,833.485 万元（大

写：人民币柒仟捌佰叁拾叁万肆仟捌佰伍拾元整）。 

股权转让手续的办理：本协议双方一致同意，在本协议签订且本协议约定的



先决条件全部满足后 10 个工作日内，将尽快办理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相关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三）过渡期损益归属 

双方同意，交割完成日之前目标公司的未分配利润由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

股东享有。 

过渡期间产生的盈利由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东享有，亏损由本次股权转让前

的股东按持股比例承担。交易对手方转让的相关股权的责任和风险自实际交割日

起发生转移。 

（四）公司治理及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安置，与目标公司相关的人员，人事劳动关系不发生变

化。 

五、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一）迁西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拟收购迁西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

报字（2020）第 010578 号)，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

行评估，迁西和然采用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迁西和然股东全部权

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0年 3月 31日的账面价值 11,567.56万元，评估值 11,643.03

万元，增值 75.46 万元，增值率 0.65%。 

（二）迁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拟收购迁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

（2020）第 010576 号)，本次评估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评

估，迁西富龙采用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迁西富龙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

基准日 2020年 3月 31日的账面价值-975.20 万元，评估值 18,200 万元，增值

19,175.20 万元。 

六、 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本次收购不涉及标的公司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事宜。 

（二）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产生新增关联交易，不会因本



次交易与公司的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 

（三）本次收购完成后，不影响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

产、财务上的分开，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缺乏独立性。 

七、 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热力供应及节能技术服务。而供热行业具有明

显的地域性特征，在北京区域供热市场上，公司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已实施管理总面积约 3,000 万平方米，其中北京区域服务面积

约占公司管理总面积 90%以上。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竞争力，公司自上市以来，一

直在积极寻求北京市场以外的优质项目。 

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地理位置靠近北京，便于公司实施管理。且迁西富龙

目前负责河北省唐山市迁西县的供暖服务，为迁西县城区唯一一家供暖公司，获

得了迁西县特许经营权。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迁西富龙已实现管理面积 436万平

方米。 

迁西和然承担了迁西富龙的技术升级改造、环保节能等工程，为迁西富龙与

热源单位间更高效的合作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持。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迁西和

然主要资产为迁西富龙供热运营中所必须的节能环保设备，为迁西富龙供热资产

的必要组成部分。  

本次交易，是公司基于对河北省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其价值的认可，

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优化整体资源配置，符合公司进一步聚焦供暖运营主营业务的

发展战略。同时，考虑到供暖的民生属性，公司实现对迁西和然的 100%控股及

迁西富龙的绝对控股，将更利于公司对迁西县城供暖运行的整体管控，也符合当

地政府的管理要求。 

通过本次交易，一方面将减少子公司少数股权对公司利润的摊薄影响，进一

步提升公司利润水平；另一方面，将进一步加强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和管理，推

进公司发展战略、提高决策效率。公司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该

事项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风险提示 

（一）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存在增值，主要是基于标的资产未来

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在所处市场区域壁垒较强等核心价值未能在账面体现。交

易价格考虑了标的资产的前述核心价值，如上述基础发生变动，将可能导致标的

资产的价值低于目前的交易价格。 

提醒投资者考虑由于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标的资产盈利

能力，从而影响标的资产估值的风险。 

（二）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作价较标的公司账面净资产有一定部分增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合并对价超过被合并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部分将被确认为商誉。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增加一定数额的商誉。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规定，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不作摊销处理，但需在未来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

试。如果标的公司未来经营状况未达预期，则存在商誉减值的风险，商誉减值将

直接减少公司的当期利润，提醒投资者注意商誉减值风险。 

（三）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迁西和然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迁西富龙将成为公司的

二级控股子公司。为发挥本次交易的协同效应，公司与迁西和然、迁西富龙需要

在企业文化、管理团队、业务拓展、市场资源、财务统筹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融

合，本次交易后的整合能否顺利实施以及整合效果能否达到预期存在一定的不确

定性，可能会给公司带来整合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北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众合易安（北京）人力资源服务有限

公司关于迁西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迁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之支付

现金资产购买协议 

2、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字[2020]第 212157 号）《迁

西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3、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字[2020]第 212158号）《迁

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报告》 

4、《北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收购迁西和然节能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0）第 010578 号) 



5、《北京华意龙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拟收购迁西富龙热力有限责任公司股

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同华评报字（2020）第 010576 号) 

6、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7、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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