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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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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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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次交易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交易成功与否及最终交易对方、 

交易价格等均存在不确定性，尚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7 月 2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投资设立子公司的

议案》，公司投资 5000 万元设立了全资子公司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启融科技”），2020 年 3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的

议案》，同意以公司部分资产及业务对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加至

人民币 21267.01 万元。 

公司于 2020 年 7月 3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

公司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

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交易概述 

1、为进一步聚焦公司主业，促进公司转型升级，优化业务板块管理模式，

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公司现拟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安启融科技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挂牌价格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值，最终交

易价格和交易对手将根据竞买结果确定，公司将根据竞价结果，按规定履行相应

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如本次挂牌转让完成，公司将不再持有启融科技股权。 

本次交易拟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目前暂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

易。本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待

资产评估机构出具正式的评估报告，确定最终挂牌价格后，公司将按规定履行相

应审议及信息披露程序。 

2、公司于 2020 年 7月 31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转让全资子公司西安启融科

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公开挂牌的方式转让全

资子公司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启融科技涉及的债权债务

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执行。公司将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

确双方权利义务，确保公司合法权益。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以公开挂牌转让的方式进行，尚不确定交易对方。 

三 、 挂牌转让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本次拟挂牌转让的标的为本公司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启融科技 100%的股权，

该资产不存在抵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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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转让的启融科技 100%股权账面价值为 17,783.02万元，公司将聘请具备

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本次拟转让的启融科技 100%股权进行评估，待评估结果

确认后，以不低于评估值的价格挂牌转让，公司将按规定履行相应审议及信息披

露程序。 

2、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西安启融科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2MA6X2LXKXM 

（3）设立时间：2019 年 8 月 6日 

（4）注册资本：人民币 21267.01 万元  



（5）法定代表人：亢延军  

（6）经营范围：环保设备制造与销售;机械设备设计与加工;智能设备制

造、销售;环保、能源设备销售。(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明

文件、证件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7）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凤城十二路 98 号研发大楼 1307  

（8）与本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9）投资主体：投资主体为本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10）启融科技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计，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启融科技总资产为 18,846.15万元，总

负债为 2,579.18 万元，应收账款为 0万元，不存在对外担保、诉讼和仲裁事项，

净资产为 16,266.96 万元，2019年度营业总收入 0万元，营业利润为-0.05 万元，

净利润-0.05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999.96 万元。 

截止 2020年6月30日，启融科技总资产为 18,372.35万元，总负债为 589.34

万元，应收账款为 8.17 万元，不存在对外担保、诉讼和仲裁事项，净资产为

17,783.02万元，2020年 1-6 月营业总收入 54.63万元，营业利润为-356.61 万

元，净利润-513.95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5.16 万元，上述财

务数字未经审计。 

3、本次交易标的为启融科技 100%股权，启融科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将聘请具备业务资质的评估机构对本次拟转让的启融科技 100%股权进

行评估，待评估结果确认后，以不低于评估值的价格挂牌转让。 

5、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启融科技债权债务主要为日常业务发生所致的

应收应付款项，已履行子公司相关决策程序，并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的相关规定执行。公司将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确保公司合法权

益。具体债权债务明细如下： 

应收款项 

债务人名称 发生日期 发生原因 金额余额（元） 
暂未收回

金额 说明 



中节能环保

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6日 

医 疗 固 废

设备销售 
84,718.30 52,968.83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收回 

合计 84,718.30 52,968.83  

应付款项 

债权人名称 发生日期 发生原因 金额余额（元） 暂未支付金额 说明 

浙江炬烁热

能设备制造

有限公司 

2020.5.26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3,400.00 0.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无锡市杰铭

化工设备有

限公司 

2020.5.27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3,000.00 3,000.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陕西静远自

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 

2020.5.27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4,155.00 4,155.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陕西亚陆工

业控制系统

有限公司 

2020.5.28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998.83 998.83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西安协友机

械有限公司 
2020.5.26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19,500.00 19,500.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泊头市寅丑

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 

2020.5.27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16,500.00 1,650.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无锡凯赛达

换热器制造

有限公司 

2020.5.15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11,450.00 11,450.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宁津县盛大

网链制造有

限公司 

2020.5.26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6,500.00 6,500.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西安鑫满机

电设备有限

公司 

2020.5.26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15,000.00 1,500.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郑州天瑞机

械制造有限

公司 

2020.5.15 
医疗固废

设备采购 
4,215.00 4,215.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廊坊市海湾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2019.12.30 

园区基础

设施综合

整修复 

5,791,780.00 5,791,780.00 

将按合同及

股权转让协

议约定支付 

合计 5,876,498.83 5,844,748.83  

6、本次出售子公司股权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公司不存在为



拟出售股权的标的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其理财的情形；该标的公司亦

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与启融科技存在经营性资金往来，截至目

前，公司应付启融科技经营性资金余额为 5.30万元，往来形成原因为采购设备，

往来性质为经营性资金占用，结算期限为质保期满一年后付款；交易完成后公司

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四、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启融科技股权事项涉及的员工仍属于公司，如交易完成后，中环装

备相关子公司继续租赁启融科技所属的办公场地一年作为过渡使用，租赁价格相

关双方依据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根据国有资产转让的相关规定，挂牌转让启融科技 100%股权需履行国有产

权挂牌转让手续，最终交易价格和交易对手根据竞买结果确定，出售资产所得款

项用于公司日常流动资金。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挂牌转让启融科技 100%股权主要是为进一步聚焦公司主业，梳理业务

架构，优化业务板块管理模式，有效盘活存量资产，实现公司高质量发展，契合

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因评估结果尚未确定，该项交易对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的影响尚无法量化，股权转让所得款项有利于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本

次交易通过国有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该程序将保证交易价格的公平合理性，不

会出现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子公司股权转让存在一定交易风险：如无交易对方参与竞价，将导

致股权转让无法完成。 

2、交易对方根据其财务及资信状况存在一定履约风险：待确认交易对方后，

公司将对受让方的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进行考察，确保交易对方具备履约能力，

在股权转让相关协议中明确有关交易责任及风险承担条款，有效规避法律风险，

确保公司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三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