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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对外投资成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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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与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他股东共同发起成立江苏省环

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环保集团”），省环保集团注册资本 50 亿元，

公司拟出资 15.6亿元，持股比例为 31.20%；苏汇资管拟出资 7.4亿元，持股比

例为 14.80%。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尚

需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过去 12 个月，公司通过权益评估值弥补至 1 元向关联方江苏苏汇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转让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莱茵达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金额为 1元，

已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

除外）。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项目概述 

公司拟与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汇资管”）及中国江苏

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江集团”）、长江生态环保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生态”）、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水源公司”）、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省环科院”）和江

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以下简称“监测中心”）共同发起成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

公司（具体名称以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省环保集团”）。省环保集团注册

资本 50 亿元，公司拟出资 15.6 亿元，持股比例为 31.2%；苏汇资管拟出资 7.4

亿元，持股比例为 14.8%。 

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尚需经过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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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 12 个月，公司通过权益评估值弥补至 1 元向关联方江苏苏汇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转让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莱茵达有限公司 100%股权，交易金额为 1 元，

已履行有关审批程序及披露义务。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

除外）。 

二、合作方介绍 

（一）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南京市秦淮区白下路 91号汇鸿大厦 

注册资本：220,000 万元整 

成立时间：2014 年 12月 0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3238683144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受托资产管理；投资顾问；股

权投资；企业资产重组、并购策划；财务顾问；委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实业投

资。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主营业务情况：苏汇资管主要从事投资及资产管理业务。 

与公司关联关系：苏汇资管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67.41%股份。 

苏汇资管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181,404.60 

资产净额 955,785.460 

项目 2018 年 

营业收入 4,110,854.74 

净利润 94,563.65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二）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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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南京市北京西路５号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整 

成立时间：1981 年 11月 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134850027D 

经营范围：对外派遣各类工程、生产及服务行业劳务人员；Ⅱ类、Ⅲ类医疗

器械（除体外诊断试剂及植入体内医疗器械）；预包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

配方乳粉）批发与零售；承包各类国内外工程（含境内外资工程）；承担我国对

外经济援助项目；承担各类工业、民用建筑工程的咨询、勘察、设计和监理；承

包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在海外举办各类非贸易性企业；国内贸易；进出

口贸易；承担工程、劳务合作和海外企业项下的技术进出口业务。工程设计、施

工及技术咨询。钢结构及网架工程的设计、制作、安装和相关的技术服务，电子

产品及通信设备（卫星地面接收设施除外）的生产、销售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

计算机网络工程的设计、安装，计算机及其外部设备的销售和应用技术服务。汽

车（含小轿车）销售，空调、制冷、消防、楼宇自动控制设备工程、成套设备系

统工程的设计、安装和维护（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燃料油

批发；初级农产品的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燃气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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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人民政府 

中江集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981,279.95 

资产净额 298,440.37 

项目 2018 年 

营业收入 1,573,733.57 

净利润 26,492.94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三）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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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赵峰 

企业类型：法人独资 

住所：武汉市江岸区六合路 1号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整 

成立时间：2018 年 12月 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MA4976CJ9X 

经营范围：依托长江经济带建设,负责与生态、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相关

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运营、技术研发、产品和服务。涵盖原水、节水、

给排水业务,城镇污水综合治理、污泥处置、排污口整治、再生水利用、管网工

程、设备设施安装维护、以及工业废水处理、固废处理处置、危废处理、船舶污

染物处理、农村面污染治理、土壤修复；河道湖库水环境综合治理、水土流失与

石漠化治理、黑臭水体治理、村镇环境综合治理；引调水工程、河流源区及水源

地保护与治理、河湖水系连通、生态防护林工程、岸线保护与治理、湿地保护与

修复、河湖生态修复、保护区及国家公园保护、消落带生境修复、河口生境修复、

海绵城市规划建设；长江流域珍稀、濒危、特有动植物生境恢复和保护、生物多

样性保护；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节能减排、垃圾发电、环保清洁能源、

清洁能源替代利用、热电冷三联供；绿色节能建筑设计及建设、生态农业技术开

发、生物制药技术研究及推广；船舶电动化；水利水电工程设计、建设、管理；

闸坝联合生态调度、补水调度、应急调度、以及流域水环境监测预警；土地开发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实际控制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生态成立不足一年，其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主

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75,040,544.22 

资产净额 39,565,251.36 

项目 2018 年 

营业收入 9,311,24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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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3,526,169.25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四）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荣迎春 

企业类型：国有独资 

住所：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牡丹江街 69 号大唐科技大厦 A座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整 

成立时间：2005 年 3月 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77203354XH 

经营范围：南水北调东线江苏境内新建工程建设、运行管理及供水经营；向

南水北调东线沿线供水区提供工业、农业、航运、生态和生活用水以及防汛排涝

等经营服务；水利水电水务工程建设总承包，工程规划、设计、咨询、代建、招

标代理、监理、检测；水利水电水务工程运行管理、工程维修、机电安装、电气

试验及技术研发；水利水电水务工程调度运行信息化系统施工、咨询、管理及技

术研发，水生态环境治理及咨询，绿化工程规划、设计、施工及管理，苗木种植

及销售，生态农产品种植及销售；环境监测，水文水质监测，防洪影响评价，环

境影响评价，环保工程设计、建设、运营及技术研发；水利资源物业开发；房屋

租赁；水力发电；船闸管理运营；水利资源旅游开发；其他相关水产品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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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人民政府 

水源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426,362 

资产净额 914,704 

项目 2018 年 

营业收入 115,228 

净利润 5,306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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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刘伟京 

组织类型：事业单位 

注册地址：南京市凤凰西街 241号 

注册资本：7,464.65 万元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200004660037644 

经营范围：研究环境理论、促进环保科技发展。各项环保研究专项工程设计

环保项目技术评估、技术咨询、环境监测服务。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省环科院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6,567.47 

资产净额 32,163.06 

项目 2018 年 

营业收入 15,967.25 

注：上述财务数据经审计。 

（六）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法定代表人：程炜 

组织类型：事业单位 

住所：南京市建邺区中和路 100号 

注册资本：19,199.79 万元整 

经营范围：开展生态环境监测，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全省生态环境质

量监测，调查评价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和控制技术，支持重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监

测，全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环境监测科研和技术研究，《环境监控与预警》

刊物编印，环境监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设，机动车尾气排放监测技术管理，统

一指导驻市环境监测中心业务工作，对外监测和技术服务。 

实际控制人：江苏省生态环境厅 

监测中心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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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88,989.15 

资产净额 88,067.58 

项目 2018 年 

营业收入 1,074.94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拟成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成立的省环保集团注册资本为 50 亿元，住所为南京市建邺区中

和路 100 号 14楼。经营期限为永久存续。 

省环保集团的经营范围包括：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综合治理与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投资、建设和运营；环保新技术、新产品、新设备研发推广和生产经营；环

境工程规划、设计、咨询、环境影响评价、招标代理、代建、监理，环境工程建

设总承包和运营服务；生态环境监测检测、调查评估、环境影响评价，环保信息

化研发建设，环保智库及咨询培训服务，生态环保产品交易服务；资源循环利用

及绿色产业投资；股权基金投资运营；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环保国有资产经营、

管理。（以上经营范围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二）出资方式及出资金额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亿元） 出资比例 

1 汇鸿集团 货币、股权 15.60 31.20% 

2 苏汇资管 货币 7.40 14.80% 

3 中江集团 货币、股权 10.00 20.00% 

4 长江生态 货币 10.00 20.00% 

5 水源公司 货币 5.00 10.00% 

6 省环科院 股权 1.56 3.12% 

7 监测中心 股权 0.44 0.88% 

合计 50.00 100.00% 

（三）标的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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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省环保集团治理方面，拟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汇鸿

集团推荐一人、苏汇资管推荐一人、中江集团推荐一人、长江生态推荐一人，江

苏省国资委推荐一人为外部董事，另外两名董事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产生，均由

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董事会下设三个专

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薪酬考核与提名委员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省环保集团拟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水源公司推荐一人，

省环科院推荐一人，职工监事一人。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由股东会选举产

生。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

生。监事会主席人选由水源公司推荐，监事会选举产生。 

省环保集团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董事会成员可以兼任总经理或

副总经理。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会按规定的权限和程序

聘任或解聘。总经理对董事会负责，负责召集总经理办公会；副总经理协助总经

理工作，对总经理负责。 

（四）出资安排 

汇鸿集团以货币、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15.6 亿元，投资后持有

省环保集团 31.2%的股权。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出资涉及

的相关股权资产的选择及审计、评估事宜，确认后进行股权出资。如在约定期届

满前未能完成股权出资或股权出资不足的，汇鸿集团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 

苏汇资管拟以货币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7.4亿元，投资后持有省环保

集团 14.8%的股权。 

中江集团拟以货币、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投资后持有

省环保集团 20%的股权。 

长江生态拟以货币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10 亿元，投资后持有省环保

集团 20%的股权。 

水源公司拟以货币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5亿元，投资后持有省环保集

团 10%的股权。 

省环科院拟以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1.56 亿元，投资后持有省环

保集团 3.12%的股权。 

监测中心拟以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0.44 亿元，投资后持有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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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集团 0.88%的股权。 

（五）合作方中涉及用股权出资的情况具体如下： 

根据江苏省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示，本次交易涉及用股权出资

的单位所出资资产将以清产核资专项审计方式进行出资确认（以 2019 年 9月 30

日为基准日），并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作为出资依据。 

1、中江集团拟用所持江苏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80%股权作价 19,367 万元

出资，剩余部分以货币资金出资。 

江苏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以投资业务、运营业务和环

境工程业务为主。 

江苏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44,644.79 44,134.57  

资产净额 29,547.97 29,591.03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4,265.89 2,475.18  

净利润 94.15 43.07  

注：2018年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审计，2019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环保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80.00% 

2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5.00% 

3 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5.00% 

4 江苏省苏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 

5 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3.33% 

6 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67% 

经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江苏环保产业股份

有限公司合并口径下资产合计 46,253万元，负债合计 17,605万元，所有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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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28,648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4,209万元。归属中江公

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367 万元。 

2、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拟用其持有的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100%股权作价 4,374.33 万元、江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1,965.50万元、江苏省辐射环境保护咨询中心 100%股权作价 2,584.72 万元及江

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作价 3,716.74万元出资。上述股权标

的涉及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环境科技研究开发、技术服务；环境规划、咨询及相关

技术服务；环境保护信息咨询；环境工程设计、咨询、施工；环保技术服务培训。 

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8,190.35 4,183.54 

资产净额 3,521.26 1,522.60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6,160.40 3,178.37 

净利润 157.89 -722.36 

注：2018 年财务数据经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不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审

计，2019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100%持股。 

经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江苏省环科院环境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口径下资产合计 8,504.04万元，负债合计4,129.70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74.33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374.33

万元。 

（2）江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环保、环境的咨询顾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生态类建

设项目的环保竣工验收调查；环境保护规划、生态规划和自然保护区规划等；企

业的清洁生产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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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3,815.95 2,669.42 

资产净额 2,260.26 915.45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156.76 158.69 

净利润 21.51 -89.44 

注：2018 年财务数据经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不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审

计，2019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持股 90%，由江苏省

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0%。 

经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江苏省环科咨询股

份有限公司合并口径下资产合计 2,937.69万元，负债合计 972.19万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 1,965.50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965.50 万元。 

上述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抵消江苏省环科院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江苏省环科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100万元后，合计归属于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所有者权益合计 6,239.83万元。 

（3）江苏省辐射环境保护咨询中心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辐射环境咨询。 

江苏省辐射环境保护咨询中心（归母口径）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2,526 3,076 

资产净额 2,339 2,643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867 1,001 

净利润 -58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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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18 年财务数据经江苏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具备证券从业

资格）审计，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省辐射环境保护咨询中心由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100%持股。 

经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江苏省辐射环境保

护咨询中心合并口径下资产合计 2,680.84 万元，负债合计 96.12 万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 2,584.72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584.72 万元。 

（4）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辐射监测咨询 

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3,935 3,759 

资产净额 3,511 3,705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2,503 880 

净利润 462 195 

注：2018 年财务数据经江苏天元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具备证券从业

资格）审计，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省辐射环境保护咨询中心 100%持

股。 

经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江苏省苏核辐射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口径下资产合计 4,407.23 万元，负债合计 690.49 万元，所

有者权益合计3,716.74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716.74万元。 

上述江苏省辐射环境保护咨询中心和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抵

消江苏省辐射环境保护咨询中心江苏省苏核辐射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500 万后，归

属于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所有者权益合计 5,801.46 万元。 

3、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拟用其持有的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作价 662.92 万元及南京大博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作价

765.55 万元出资。不足部分将以货币资金补足。上述股权标的涉及公司具体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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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下： 

（1）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环境科学技术测试与分析、环保审批申报的代理业务及

提供及环境相关的法律咨询业务，环境监测，环境地质调查与勘查，环保设备及

耗材的销售，环保相关技术培训（不含国家统认可的职业证书类培训）及会务服

务；环保设施、系统设备的开发、设计、安装调试、营运与委托管理，农业、林

业土壤检测，生活饮用水检测。 

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2,934 2,269 

资产净额 1,592 1,477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6,513 1,639 

净利润 299 -1,154 

注：2018 年财务数据经南京宁瑞会计师事务所（不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审

计，2019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江苏省苏力环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由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100%持股。 

经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江苏省苏力环境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口径下资产合计 3,556.43 万元，负债合计 2,893.51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 662.92 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662.92 万元。 

（2）南京大博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运维及服务、环境空气质量连续自

动监测系统运维及服务、环境类第三方检测及服务、化学试剂、仪器设备的销售、

售后服务等。 

南京大博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6月 30日 

总资产 1,111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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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净额 792 883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418 918 

净利润 52 91 

注：2018 年财务数据经江苏淮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不具备证券从业

资格）审计，2019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南京大博环境监测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南京市思必得环保技术装备公司 62.50% 

2 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 31.25% 

3 江苏省南京环境监测中心工会委员会 6.25% 

经江苏兴瑞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2019 年 9月 30日，南京大博环境监测

科技有限公司合并口径下资产合计 924.35万元，负债合计 158.80万元，所有者

权益合计 765.55万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765.55万元。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投资方 1：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方 2：江苏苏汇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投资方 3：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方 4：长江生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方 5：南水北调东线江苏水源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方 6：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投资方 7：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出资安排：各方经协商，对出资方式、认缴注册资本、股权比例分配如下： 

投资方 1：以货币、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6亿元整（大写￥壹

拾伍亿陆仟万元），持有公司 31.2%股权。 

投资方 2：以货币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7.4 亿元整（大写￥柒亿肆

仟万元），持有公司 14.8%股权。 

投资方 3：以货币、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亿元整（大写￥壹

拾亿元），持有公司 20%股权。 



证券代码：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19-093 

 
 

投资方 4：以货币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亿元整（大写￥壹拾亿元），

持有公司 20%股权。 

投资方 5：以货币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 亿元整（大写￥伍亿元），

持有公司 10%股权。 

投资方 6：以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6亿元整（大写￥壹亿伍

仟陆佰万元），持有公司 3.12%股权。 

投资方 7：以股权出资，认缴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0.44亿元整（大写￥肆仟肆

佰万元），持有公司 0.88%股权。 

履行期限：股东认缴的出资，按照以下时间实际出资：在 2019 年 12 月 31

日前，上述各方根据各自认缴的注册资本进行首期实际出资，股权出资的全部到

位，货币出资的到位 2/3；在 2020年 12月 31 日前，所有出资全部到位。 

投资方 1 如以非限售二级市场股票出资的，经评估后计价出资。投资方 3、

投资方 6、投资方 7 股权出资，以 2019年 9月 30日为基准日，履行确认和核准

手续后，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计价出资。投资方 1、投资方 3、投资方 6、投

资方 7选择以股权出资的，用于出资的股权必须权属清楚、依法可以转让。以股

权出资的投资方应在其他投资方出资前出具有权机构关于出资股权作价的批复

文件。以股票或股权出资的，由出资方负责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投资方 1、

投资方 3、投资方 6、投资方 7 在本协议约定期届满前未能完成股权出资或股权

出资不足的，应以货币方式补足出资。前述期限届满后，股东未能按约定实缴出

资的，由省国资委协调各股东方按照届时各方实际出资额重新计算并调整股权比

例。 

争议解决方式：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协议各

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能解决，任何一方均可依据法律规定，向公

司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协议部分条款引起争议而经诉讼程序被判定为无效的，不影响其他条款的效

力，本协议其他条款应继续履行。 

合同生效条件：各出资方签署的《投资协议》及其附件的修改必须由协议各

方签署书面协议，才能生效。由于不可抗力，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经协议各方一

致通过，可以解除协议。 



证券代码：600981                       证券简称：汇鸿集团              公告编号：2019-093 

 
 

违约责任：由于一方不履行协议规定的义务，或严重违反协议规定，应赔偿

公司和其余股东各方的经济损失。 

五、项目投资可行性和必要性 

（一）国内环保产业已进入到全面深耕时代 

随着我国将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为国家战略，环保产业的发展逐渐释

放出积极信号。《“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大力推进

实施水、大气、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促进环保装备产业发展，全面提升环保

产业发展水平。《“十三五”节能环保产业发展规划》中，进一步提出到 2020

年，节能环保产业快速发展、质量效益显著提升，要求节能环保产业成为国民经

济的一大支柱产业。 

（二）江苏省环境治理任重道远 

江苏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作为

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杆。近期以中央环保督察整改为契机，省内开展了

“263”专项行动，解决了一大批突出环境问题。但江苏经济总量大，环境承载

的巨大压力长期存在，治理工作任重而道远，因此成立省环保集团作为全省环境

治理的核心抓手，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 

（三）有助于扩大公司环保板块实力 

1、根据公司修编的“十三五”战略，环保业务成为公司未来重点发展的三

大主业之一。 

公司处于转型发展期间，高度关注环保行业，多年来在项目资源、市场资源、

人才资源等方面持续进行相应储备，2018年环保作为主业修编入公司“十三五”

发展战略。 

2、公司将环保领域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具备较好的资源基础。 

第一、公司子公司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稳居全国废纸回收销售龙头

企业地位，在中国回收纸排行榜中多次位居首位；江苏省纸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018年年回收废纸近 214万吨，实现销售 55 亿元。 

第二、2017年 12月公司与中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中信汇鸿环境

技术（江苏）有限公司，拟出资 4.9亿元，占比 49%，该项目目前双方合作事宜

在持续推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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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公司 2018 年通过二级市场购买和股权受让方式成为国内固废危废处

理龙头企业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与国内领先的环保企业形成紧

密战略合作关系，迅速切入新的产业板块；2019 年 8 月，公司与东江环保股份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江苏汇鸿东江环保有限公司，主营对固体及危险废弃物处置及

其再生利用。 

3、公司作为省环保集团的第一大股东意义重大。 

第一、省环保集团是省属战略性环保产业集团，是政府生态环境重大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设运营主体，将牵头推进实施一批事关全省发展大局的重大环境基础

设施项目，在全省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整合省内相关环保资源上具

有巨大优势。江苏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力争要打造成全国环保产业的领军企业。

公司与苏汇资管共同投资，对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转型意义重大。 

第二、公司环保业务存量投入较大，能与环保集团的发展形成较好的战略协

同，在业务、资源、人才、团队、技术方面加强合作。 

第三、根据省环保集团组建方案，省环保集团为多元投资主体国有控股有限

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充分实施市场化运营机制，按未来

上市目标、依照上市公司规则规范治理。公司能充分发挥上市公司的平台优势，

未来在项目并购、资本运作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四、苏汇资管取得 7.4亿元财政出资扶持，与公司共同投资，能发挥公司

大股东的优势，加强与公司在资源上的协同，支持环保集团的发展，促进公司市

值维护和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六、上市公司环保板块的投后管理 

省环保集团由省生态环境厅进行行业管理和业务指导，由省国资委列名监管，

省生态环境厅及省国资委共同考核；同时，省环保集团充分落实股东赋予的董事

会职权，形成充满活力的市场化经营机制。公司作为省环保集团的第一大股东，

将积极发挥公司治理层面的影响力，根据公司章程、投资协议等的约定参与企业

经营决策，促进公司与省环保集团实现合作共赢。 

公司将根据省国资委和公司“十三五”发展战略的要求，继续将现有环保板

块做大做强，在固废、危废、污泥利用处置设施及环境监测监控设施投资建设运

营上取得突破。同时充分发挥与省环保集团之间的协同效应，构建国有资本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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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各类资本积极参与的投融资体系。发挥上市公司平台作用，加强资本运作。 

七、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省环保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江苏省人民政府。公司持有省环

保集团 31.2%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省环保集团将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对公司财务指标不形成重大影响。通过本次交易，公司与环保集团充分发挥各自

优势，加强环保产业板块协同，可以有效促进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在此基础上也

可以推动公司环保板块的不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八、本次交易的风险分析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本次交易完成后，若不能达到投资预期

或不能形成产业协同，会对公司战略布局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参

与省环保集团合规治理，做到协同发展，共利共赢，不断提升经济效益，平稳

高效运营。 

九、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对外投资成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与苏汇资管对外投资设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在环保领域行业影响力，协同推动公司环保板块的

不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2、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决策和表决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况。 

3、同意将本次对外投资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张剑先生需回

避表决。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批准，关联人苏汇资管须放弃股东大会上的

表决权。” 

（三）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苏汇资管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方，公司与苏汇资管对外投资

设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环保战略规划和产业布局，有助于提升公司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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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影响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一致

同意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进行回避表决。” 

（四）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与控股股东苏汇资管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公司本次对

外投资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司在环保领域行业影响力，协同推动公

司环保板块的不断发展，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张剑

先生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江苏省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暨关联

交易做出的决议，本次交易尚需提交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 12 个月，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通过权益评估值弥补至 1 元向关联

方苏汇资管转让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莱茵达有限公司 100%股权，股权转让交易已

于 2019 年 10月 23日交割完成。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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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汇鸿国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