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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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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拟向汉中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全资子公司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

中自来水”）和汉中市汉江供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汉江实业”）100%股权 

⚫ 本次交易包括股权转让和转让方债权两部分。股权交易价格为 197,708,721.08 元，转让方债权价

格为 176,226,278.92 元 

⚫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国中水务”或“转让方”）于 2020 年 1 月收到

汉中市城市管理局发来的《关于汉中市政府回购国中水务公司汉中自来水项目整体资产的函》（汉市城管函

（2020）1 号），汉中市政府从汉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及保障基本民生的大局考虑，决定整体回购公司在汉

中的自来水项目全部资产，汉中市政府授权汉中市城市管理局函商公司，安排回购事宜，之后，公司积极

配合政府执行公用事业资产收购及国资监管程序，完成第三方资产评估及审计工作，并于近期完成股权转

让合同的讨论。 

近日公司拟与实际控制人为汉中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汉中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汉中投资”或“受让方”）签订《关于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和汉中市汉江供水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合同”），公司向汉中投资出售全资子公司汉中自来水和汉江实业

两家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100%股权，受让方同意承继目标公司已发生的债务，本次交易包括股权

转让和转让方债权两部分。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为：双方同意以 2021 年 3 月 31 日目标公司的净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等有形

资产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评估价值 195,100,000.00 元（根据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作为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基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标的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197,708,721.0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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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债权价格为：双方同意，目标公司欠付转让方的款项为：以历史成本为基础，以评估基准日审

定金额，加上经受让方审定的评估基准日至合同签订日上月底（2021 年 8 月 31）往来款实际转入数或支付

数之后，所形成的最终金额为 176,226,278.92 元。 

本次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权结构变更为：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股东 股权比例 

1 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 9,700.50 

汉中市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00% 

2 
汉中市汉江供水实业有限责

任公司 

502.60 

汉中市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100%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独立董

事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核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汉中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独资）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26 日 

法定代表人：王波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将坛西路 

主要办公地址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汉宁路金格大厦  

经营范围： 资本运作、资产管理、投融资及管理，企业重组，受托管理城市基础设施、重点产业项目

建设和运营，城市资源运营，政府投资基金、扶贫攻坚、PPP 项目及政府批准的其他业务。 

实际控制人：汉中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汉中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汉中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9,382,268,704.42 

资产净额 5,232,247,513.28 

营业收入 60,878,970.93 

净利润 46,100,8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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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6,092,500.86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002225703831 

注册资本：97,005,000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友爱路 16 号 

成立时间：2003 年 04 月 28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建设、经营并维护供水工程，水质检验检测，提供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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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为国中水务全资子公司。 

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20年12月31日（已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389,394,180.91 393,965,231.73 

负债总额 228,029,175.65 231,936,521.40 

资产净额 161,365,005.26 162,028,710.33 

营业收入 51,326,927.50 25,663,814.83 

净利润 9,745,690.30 663,705.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7,384,409.83 249,871.05  

 

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102,478,991.74 102,868,177.52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76,180,916.79 78,132,878.54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26,298,074.95 24,735,298.98 

无形资产原值 - -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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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 - 

2、汉中市汉江供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汉中市汉江供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700295450892A 

注册资本：5,026,000 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友爱路 12 号 

成立时间：1998 年 02 月 10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给排水工程安装施工，水源深井洗井、维修，水暖设备销售，设备

维修，市政工程技术服务，打字复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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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中市汉江供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国中水务全资子公司。 

汉中市汉江供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20年12月31日（已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41,274,209.46 40,193,416.17 

负债总额 19,237,384.94 18,200,961.34 

资产净额 22,036,824.52 21,992,454.83 

营业收入 30,146,693.04 4,063,313.73 

净利润 2,833,322.94 -44,369.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830,942.82 -45,106.87  

 

汉中市汉江供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的账面价值： 

单位：人民币元 

财务指标 2020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2021 年 6 月 30 日（未审计）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919,696.85 919,696.85 

固定资产累计折旧 680,224.69 708,028.09 

固定资产账面净值 239,472.16 211,668.76 

无形资产原值 31,059.82 31,059.82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20,917.80 24,023.76 

无形资产账面净值 10,142.02 7,036.06 

 

（二）公司于 2007 年 8 月收购汉中自来水、汉江实业，持股比例均为 100%，占总出资额的 100%，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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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自来水、汉江实业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两公司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的情

况。为两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黑龙江分所，该会计师

事务所不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三）本次交易包括股权转让和转让方债权两部分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为：双方同意以 2021 年 3 月 31 日目标公司的净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等有形

资产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评估价值 195,100,000.00 元（根据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作为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基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标的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197,708,721.08 元。 

转让方债权价格为：双方同意，目标公司欠付转让方的款项为：以历史成本为基础，以评估基准日审

定金额，加上经受让方审定的评估基准日至合同签订日上月底（2021 年 8 月 31）往来款实际转入数或支付

数之后，所形成的最终金额为 176,226,278.92 元。 

（四）目标公司与转让方之间截止 2021 年 8 月 31 日的往来款人民币 176,226,278.92 元，主要是转让方

作为原股东提供资金支持目标公司生产经营，将由受让方直接偿还转让方。目标公司其他债权债务均由目

标公司承担，不发生债权债务转移，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偿债风险和其他或有风险等。 

四、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一）股权转让合同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 汉中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汉中市国中自来水有限公司、汉中市汉江供水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1、 本次交易包括股权转让和转让方债权两部分 

标的股权转让价格的确定为：双方同意以 2021 年 3 月 31 日目标公司的净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等有形

资产和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评估价值 195,100,000.00 元（根据新兰特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

作为标的股权转让价格基数，经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标的股权的最终交易价格为 197,708,721.08 元。 

转让方债权价格为：双方同意，目标公司欠付转让方的款项为：以历史成本为基础，以评估基准日审

定金额，加上经受让方审定的评估基准日至合同签订日上月底（2021 年 8 月 31）往来款实际转入数或支付

数之后，所形成的最终金额为 176,226,278.92 元。 

2、本次转让的先决条件 

2.1 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标的股权为转让方合法持有，标的股权未被质押、司法冻结或设置其他任何

权利负担，无任何权利瑕疵，如有权利负担，转让方应在股权交割日之前解除； 

2.2 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转让方认缴的注册资本已全额实缴到位； 

2.3 不存在限制、禁止或取消本次转让, 或对本次转让产生不利影响的法院判决、裁定或仲裁裁决以及

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禁令或决定； 

2.4 本合同由双方签署并经转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受让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并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后生效。 

3.、双方同意受让方按照下述付款方式和进度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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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首期：受让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付款的 40%，即

79,083,488.43 元； 

3.2 第二期：受让方应于首期付款之日起 60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应付款的 40%，即

79,083,488.43 元； 

3.3 第三期：受让方对目标公司 2021 年 4 月 1 日至第三期付款日期间与转让方往来审定无误，且应最

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向转让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的应付款的 20%，即 39,541,744.22 元。 

4、双方同意按照下述付款方式和进度向转让方支付股东债权 

4.1 首期：受让方应于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目标公司所欠转让方款项的 40%，即

70,490,511.57 元； 

4.2 第二期：受让方应于首期付款之日起 60 日内，向转让方支付目标公司所欠转让方款项的 40%，即

70,490,511.57 元； 

4.3 第三期：受让方对目标公司 2021 年 4 月 1 日至第三期付款日期间与转让方往来审定无误，且应最

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目标公司所欠转让方款项，即 35,245,255.78 元。 

5、自本合同签订日起，转让方不再向目标公司提供流动资金；未经受让方同意，不得以目标公司名义

与转让方及其关联方签订新合同或协议。同时，转让方应协助受让方协调石门水厂的设备供应商及时完成

设备联机运行调试和受让方人员的技术培训工作。 

6、双方同意，以 2021 年 8 月 31 日为交易基准日，该日之后至股权交割日期间目标公司正常经营所产

生的损益由受让方承担；在前述期间内，目标公司的非正常经营活动(如对外借款、对外担保等)须经受让方

书面同意，否则由此产生任何的损益和债务则由转让方承担。 

7、受让方同意，转让方基于目标公司 2021 年 8 月 31 日账面未分配利润数据对往年利润进行分配（拟

分配未分配利润金额为 62,000,000,00元）；其中 30,000,000.00元由目标公司自有资金支付,剩余 32,000,000.00

元由受让方在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时划至目标公司，再由目标公司按照转让方指定时间，直接分配并划转

上述未分配利润款项至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转让方收到上述未分配利润金额后，则受让方应支付的首期

股权转让款剩余金额为 17,083,488.43 元 

8、目标公司涉及募集资金的资金投入，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资金需转回转让方。如

转让方收到目标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结清转出金额后，受让方应支付的第二期往来欠款金额须扣除已转回的

前述结清金额。 

9、转让方应于第三期股权价款支付完成当日，协助受让方办理完毕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受

让方未完全支付相应应付款项的，不得请求转让方协助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转让手续，亦不得要求目标

公司在其股东名册中将标的股权登记在受让方名下。 

10、转让方承诺自受让方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后，即开始组织人员配合受让方对目标公司工程、

资产、业务、行政、人事、诉讼、仲裁等资料、合同、文件、权证原件及实物资产等进行清点。 

11、2021 年 8 月 31 日至股权交割日前，转让方应维持目标公司的现状和正常运营状态，不得从事任何

损害目标公司运营、财务状况或资产价值的行为包括：不得处置目标公司资产、不得以其设定担保、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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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对标的股权进行处分。受让方有权在移交时再次核查目标公司现状，若发生上述情形或因转让方怠于管

理引发群体事件等不利后果，造成目标公司和受让方损失的，转让方应承担相应责任，受让方有权不予接

受、要求转让方予以更正。 

12、如受让方未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任何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及往来欠款,应向转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

期违约金以股权转让价款及往来欠款未按时支付的金额为基数, 按照日利率 0.03%计算利息。若逾期超过 90

日，则按日利率 0.06%计算迟延履行利息。若逾期超过 180 日, 转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受让方应返还依据

本合同已获得的相关权益、资料、物品、文件等, 并向转让方支付相当于股权转让价款及目标公司欠转让方

往来欠款总额 15%的违约金。该等赔偿金转让方有权直接从应向受让方返还的股权转让价款(如有)中直接抵

扣, 不足部分由受让方另行支付。 

13、转让方违约的，受让方有权停止支付直至转让方违约情形消除，在该期间内不视为受让方违约。

若转让方此等违约超过 3 个工作日，转让方应向受让方支付逾期违约金。逾期违约金以受让方每笔已支付

价款的金额和已支付天数计算，按照日利率 0.03%计算利息。若逾期超过 90 日，则按日利率 0.06%计算迟

延履行利息。若逾期超过 180 日，受让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向受让方支付转让价款总额的 15%作为违约

金。该等赔偿金和受让方已支付价款，转让方必须在合同解除之日起 5 日内支付给受让方。 

（二）履约安排 

受让方汉中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具有较强的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财务状况良

好，且双方通过协议明确约定了支付节点安排及违约责任，预计协议相关款项无法收回的风险较小。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为保持目标公司持续稳定经营，双方同意受让方受让股权后，原有与目标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员工，

在尊重目标公司原有员工管理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其劳动关系由受让方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处理。公司本次

出售资产所得款项用于日常经营及投资项目。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出售资产是因为汉中市政府从汉中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及保障基本民生的大局考虑，决定整体

回购公司在汉中的自来水项目全部资产所致。本次资产出售完成，目标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对该目标公司不存在提供担保、委托该子公司理财以及该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本

次出售资产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提高资产的运营效率，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促

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战略转型的需要，公司本次出售目标公司预计实现税前转让

收益约 1,030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9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