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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联方收购资产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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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9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方收购资产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177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并于 2022 年 3 月 10 日披露了相关内容。 

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公司对有关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逐项落实，并完成了《问询函》之回复。

具体回复如下： 

一、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污水处理相关服务，本次交易购置的农业

相关资产与公司主营无关，鹏欣高科、鹏腾农业 2021 年末净资产分别为-924 万元、-4665 万元，两标

的公司 2019-2021 年无任何营业收入。此外，公告显示，本次关联交易对价合计 8.57 亿元。根据公司

2021 年三季报，公司报告期期末货币资金 6.41 亿元，本次交易对价超出公司账面货币资金金额。请公

司：（1）结合公司现有业务开展，农业相关人员、技术储备情况，充分说明公司收购两家尚无营业收

入的农业企业的商业合理性，跨行业并购的必要性；（2）结合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情况，后续资本

投入及相关融资安排，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偿债安排产生负面影响，并进

行充分的风险提示；（3）结合实际控制人除上市公司外资产业务经营情况，核实本次交易是否可能导

致同业竞争问题，如构成，请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回复】： 

（1）结合公司现有业务开展，农业相关人员、技术储备情况，充分说明公司收购两家尚无营业收

入的农业企业的商业合理性，跨行业并购的必要性 

① 收购背景 

a. 国中转型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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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各类建设趋于饱和，现有城市环境治理和城市污水处理等业务近年来不断被大型行业龙头

整合，中小型民营企业在城市环保运营和建设中正在逐步失去产业规模。2019 年前 50 环保企业 80%为

国企或国资入股。前 20 国企或国资入股的企业数量高达 90%。而广大农村农业现代化种植，乡村振兴

建设方兴未艾，国家大政方针大力支持。 

公司将从传统城市水务建设服务向更有前景的现代新兴农业农村提供综合性服务转型升级，转型后

业务包括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高标农田建设改造、现代规模化种植、畜牧业配套、绿色农产品深

加工,、有机肥生产等。 

b. 收购政策与机遇 

2022 年 2 月中央一号文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2 年建设高标准农田 1 亿亩，累计建成高效节

水灌溉面积 4 亿亩，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2021 年 11 月《“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

至 2025 年新建高标农田约 3 亿亩；800 个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打造 1000 个以上农产品品牌；强化耕

地治理和修复，建设 200 个农业面源治理示范县，培育 3000 个农业产业联合体，推动与旅游、教育、

康养等融合。 

上海市《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发展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到 2035 年，推动落实“东平-海永-

启隆”三镇协同规划，建设崇明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积极开发康养系列食品、

保健品，中医药养生特色产品等。《南通“十四五”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规划》到 25 年新建和改造高标准

农田 200 万亩。 

② 收购合理性与协同优势 

a. 鹏欣农业集团优势产业协同 

鹏欣集团在云南、浙江、江苏、安徽、广西、新疆等地布局肉牛、肉羊、生猪养殖基地，通过三至

五年时间繁育发展至一定的产业规模。 

b. 良好的跨领域团队协作能力 

公司在污水处理、环保工程建设、环境治理及土壤修复等有丰富开发和运营经验，并整合利用集团

在农牧养殖领域独有的国内外人才、技术和原料（海外优质种源）等优势和资源，集成基因育种、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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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种植、智能监控、人工智能管理与大数据平台等技术手段，更具有协同发展优势，整合集团内部销售

和市场化推广并行，打造现代化综合性农业科技创新与服务平台。 

依靠跨领域的团队协作，未来公司主要业务范围包括且不限于对现有环保资产（水处理、循环新能

等）进行运营及处置；优质、绿色高价值作物品种及种子改良与种植，农牧养殖产业所需青贮饲料种植，

绿色农产品深加工及品牌化，现代农业一二三产联动；美丽乡村工程（包括环境治理、畜禽废弃物综合

治理）、现代高标农田设施工程（包括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与运营）、土壤修复与改良类工程等。 

鉴于本次关联交易还需进一步讨论与论证，公司决定撤回此次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议案，待时机成

熟，再行启动转型事项。 

（2）结合公司日常运营所需资金情况，后续资本投入及相关融资安排，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会

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偿债安排产生负面影响，并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 

公司日常运营资金情况：截止 2022 年 2 月 28 日，公司报告期期末货币资金余额为 4.27 亿元，其

中：募集资金余额 0.38 亿元，其他货币资金-保证金余额 0.03 亿元，货币资金扣除募集资金及保证金后，

资金余额为：3.86 亿元，交易性金融资金中有 4 亿元为可用理财资金，截止目前公司可用资金约 7 亿元。 

（3）结合实际控制人除上市公司外资产业务经营情况，核实本次交易是否可能导致同业竞争问题，

如构成，请采取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 

本次交易不构成同业竞争问题。 

目前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在大农业板块，确立了以肉牛、肉羊和生猪养殖；粮食与农资贸易和乳

业为核心的产业。在云南、浙江、江苏、安徽、广西、新疆等地区，计划通过三至五年时间繁育发展至

一定规模，形成养殖、饲料加工、下游屠宰、肉制品深加工、生鲜零售为一体的闭环全产业链。实际控

制人、控股股东目前的农业相关资产涉及公司主体合计 23 家，如下表： 

序号 企业名称 主营业务 

1 上海鹏欣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农资与粮食贸易、投资 

2 鹏都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农资与粮食贸易、肉牛、肉羊养殖和销售 

3 云县鹏云饲料有限公司 饲料加工与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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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耿马鸿富欣饲料有限公司 饲料加工与销售 

5 昆明鹏垦饲料有限公司 饲料加工与销售 

6 施甸鹏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7 永德县鹏康牧业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8 彝良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9 鲁甸鹏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0 凤庆县鹏庆牧业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1 蒙自市鹏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2 耿马鹏铭牧业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3 盈江县永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4 云县鹏云牧业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5 陇川陇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6 普洱西盟鹏昌牧业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7 芒市欣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8 腾冲市鹏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19 普洱江城鹏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20 保山隆阳区鹏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21 昆明永牧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22 耿马鸿富欣牧业有限公司 肉牛养殖与销售 

23 蚌埠鹏睿农牧产业有限公司 生猪养殖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其持有的主要农业类资产类型包括：（1）存货：主要是粮食及饲料；（2）

生物资产：牛、羊及猪；（3）固定资产：养殖牧场的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等；（4）使用权资产：租

赁的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物等；（5）无形资产：启东鹏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及下属单位有农业用地

土地使用权。与公司并无同业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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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前期关联交易信息披露违规情况。公司 2022 年 1 月 25 日以及 2 月 24 日披露的公告显

示，公司前期因为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上海鹏都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鹏都健康）共同出资设

立合资公司，并由鹏都健康控股，因鹏都健康未真实缴纳注册资本存在信息披露违规而被证监局责令

整改，且目前对方仍未退还上市公司 1 亿元投资款及利息。请公司：（1）结合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及信

用状况，说明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尚未按约定履行款项支付安排的情况下，公司筹划向实际控制人

控制的公司现金收购资产的合理性；（2）结合交易对方就交易对价的未来使用计划，说明本次交易是

否存在与上述关联交易相关的潜在利益安排、款项支付安排。 

【回复】： 

（1）结合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及信用状况，说明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尚未按约定履行款项支付安

排的情况下，公司筹划向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现金收购资产的合理性 

2022 年 3 月 21 日，公司收到上海鹏都颐养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退回的剩余投资款 10,000 万元

及资金利息 9,196,527.78元人民币。至此，上海鹏都颐养健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已全部退回公司投资

款及相应利息，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正在从传统城市水务建设服务向更有前景的现代新兴农业农村提供综合性服务转型升级，现代

农业规模化种植、畜牧业配套、绿色农产品深加工和高标农田建设改造等是未来业务布局重点。公司通

过收购等置入具有未来良好盈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的优质资产，包括关联资产，能够优化业务板块构

成，整合利用集团在农牧养殖领域独有的国内外人才、技术、原料和销售渠道等优势和资源，形成集团

内部优势产业上下游协同，能够持续改善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不断提升公司综合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 

（2）结合交易对方就交易对价的未来使用计划，说明本次交易是否存在与上述关联交易相关的潜

在利益安排、款项支付安排 

    未来计划： 

1、鹏欣集团一如既往支持上市公司的发展，若后续上市公司有进一步融资计划，将大力支持； 

2、将根据鹏欣集团及下属子公司的需求，适时投向鹏欣集团积极布局的新能源、农业食品、康养

地产、节能环保等主营业务领域。其中鹏欣集团积极布局的农业业务包括农资与粮食贸易业务、肉牛养

殖及屠宰销售业务、乳业、肉羊业务、生猪业务等领域。鹏欣集团的农业投资领域将形成与上市公司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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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业务之间的互补； 

3、将根据鹏欣农业及下属子公司的需求，适时投向鹏欣农业积极布局的农资与粮食贸易业务、肉

牛养殖及屠宰销售业务、乳业、肉羊业务、生猪业务等领域。鹏欣农业的农业投资领域将形成与上市公

司转型业务之间的互补。 

本次交易对价，完全基于第三方资产评估公司的评估值，客观公允，不存在潜在的利益安排。 

三、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资金安全性。公告显示，上市公司应当在合同生效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

向转让方支付价款合计约 8.57 亿元现金，转让方在支付完成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协助完成工商登记。请

公司：（1）结合本次交易付款安排，说明向关联方在资产过户前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的必要性，评估

是否存在公司款项支付后无法取得资产的风险；（2）请公司董事会及中介机构充分核查标的股权及相

关资产是否存在质押、冻结、对外担保等权利受限情形，评估上述事项是否会影响本次交易安全。 

【回复】： 

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3 月 7 日收到两家标的公司加盖公章的《运营情况说明》，详细情况如下： 

启动鹏腾运营情况说明：本公司经营范围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蔬菜、水果、花卉、苗木、食

品添加剂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维修。截至目前，本公司及子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本公司及旗

下子公司拥有 372 万㎡土地，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

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鹏欣高科运营情况说明：本公司经营范围为：建设、经营城市市政供排水项目及工程、生态环境

治理工程，相关 供排水技术和设备的开发、生产与销售，并提供相关的供排水技术咨询服务。截至目

前，本公司尚未开展实际经营活动。本公司拥有的 951 亩土地，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

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根据《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标的鹏欣高科本次评估值为 2.74 亿元，评估增值率为 3061.84%，

鹏腾农业本次评估值为 5.83 亿元，评估增值率为 2695610.83%，评估增值较大，公告解释称主要为两

家公司标的公司体内的土地使用权购置时间较早，出现较大增值。鹏欣高科拥有 951 亩农业用地，位

于上海崇明县，对上述土地评估值约为每亩 31.5 万元。鹏腾农业拥有农业用地、其他商业服务用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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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5579.92 亩，对上述土地评估值约为每亩 12 万元。对于鹏腾农业，评估说明仅采用列举方式披露了

个别土地评估过程。请公司补充披露：（1）鹏腾农业全部土地使用权的评估过程；（2）结合收购标

的土地使用权周边土地价格、市场同类交易定价情况说明本次交易作价是否审慎合理。（3）本次对标

的土地评估主要采用成本逼近法，请具体分析说明选取有关指标的合理性并披露相关评估依据情况。

请资产评估师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在听取了各方的意见及建议后，认为此收购方案还需进一步讨论与论证，同时考虑到公司转型

的谨慎性原则，公司决定撤回此次股权收购暨关联交易事项，上述问题不再答复。 

五、根据公告，本次交易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公司未依照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1.6 条规

定就交易标的进行审计。请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会计

报告，为公司股东对本次拟提交股东大会讨论的事项作出合理判断提供必要依据 

1、鹏欣高科农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1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219,991.64 78,162,750.89 

资产净额 -9,512,077.63 -9,569,318.38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868,570.77 -57,240.7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68,570.77 -57,240.75 

 

2、启东鹏腾农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1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9,718,014.22 129,357,509.71 

资产净额 -47,536,514.09 -47,897,018.60 

营业收入 0.00 0.00 

净利润 -4,454,020.44 -360,504.5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4,454,020.44 -360,504.51 

详情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两家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审计报告》。 

六、请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交易的必要性、标的资产估值的合理性、收购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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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公司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并结合针对本次交易所做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

尽责义务；请公司全体独立董事逐一就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公允，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发

表专项意见，并详细说明其在相关交易中开展的相关尽职调查工作，及上述意见的详细判断依据 

公司董监高认为：近几年来公司水务资产调整出售，营业收入缩减、股东没有得到相应回报，公司

转型迫在眉睫。目前公司正在从传统城市水务建设服务向更有前景的现代新兴农业农村提供综合性服务

转型，现代农业规模化种植、畜牧业配套、绿色农产品深加工和高标农田建设改造等是公司未来业务布

局重点。公司通过整合利用集团在农牧养殖领域独有的国内外人才、技术、原料和销售渠道等优势和资

源，形成集团内部优势产业上下游协同，能够持续改善公司经营业绩。鉴于股权包含的土地在上海崇明

范围内，启东也在长江入海口南面，标的土地拥有产权证明，产权清晰，具有一定的资产价值，我们认

为标的资产评估在合理范围内。鉴于目前疫情防控形势，因各项工作还需进一步进行充分讨论与论证，

我们同意公司暂缓本次交易，待各方面时机成熟后再行讨论。 

公司独董陈相奉、吴昊、金忠德意见：因疫情影响，无法作现场调研，本次交易我们参考范围来源

于公司的尽调报告、购买合同、评估报告等资料以及与管理层的沟通了解。土地在上海崇明范围内，启

东也在长江入海口南面，具有一定的投资价值，且依靠关联方现有的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有可能改善公

司的经营业绩。考虑到当前的资本市场环境形势、政策的导向性和要求、以及关联交易本身的特殊性，

基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角度，建议公司董事会和管理层撤回此次交易，待时机成熟，再行启动转型事

项。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回<股权收购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的议案》，认为本次购买股权暨关联交易还需进一步讨论与论证，公司决定撤回此次议案，

待各事项成熟后再议。 

特此公告。 

 

 

黑龙江国中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3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