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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暨构成关联交易的公告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0年 9月 28 日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

司子公司对外投资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创绿色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创”〕

与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创尊汇”〕、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陕汽集团”〕、旬阳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旬阳科技”〕、

陕西汽车集团旬阳宝通专用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旬阳宝通”或“标的公

司”〕于近日达成协议，北京中创、中创尊汇、陕汽集团及旬阳科技四方经过友好

协商，一致同意按照各自现有持股比例、通过货币方式对旬阳宝通进行同比例增

资。其中，中创尊汇增资金额为 3486.48万元，北京中创增资金额为 654.06万元，

陕汽集团增资金额为 744.00万元，旬阳科技增资金额为 74.18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中创凌兴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创尊汇为旬

阳宝通的控股股东，因此构成关联关系。另，徐秀丽女士系旬阳宝通法定代表人，

并且为公司董事、总经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前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3625.26 70.31% 

北京中创绿色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680 13.19%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资金 773.40 15.00% 

旬阳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77.34 1.50% 

合计 - 5156 100% 
 

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7111.74 70.31% 

北京中创绿色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1334.06 13.19%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货币资金 1517.40 15.00% 

旬阳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151.52 1.50% 

合计 - 10114.72  100% 
 

（二）审批程序 

 

1、2020年 9月 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对外投资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

案》，其中关联董事王光辉先生、徐秀丽女士已回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公司子公司北京中创

绿色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拟对外增资暨构成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的规定，符合子公司的战略规划，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子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和盈利能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子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子公司北京中创绿色

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拟对外增资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

序，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该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平、自愿等

一般商业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对外投资审议权限范围之内，无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5、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808733763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法定代表人：王光辉 

5、注册资本：100,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1年 8月 8日 

7、营业期限自：2011年 8月 8日至 2031年 8月 7日 

8、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1号院 6号楼 5层 503-1 

9、经营范围：销售食品；销售电子产品、家用电器、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

险品）、金属材料、矿产品、饲料、工艺品、日用品、珠宝首饰、橡胶制品、汽车

配件、办公用品、建筑材料（不从事实体店铺经营）、机械设备、五金交电（不从

事实体店铺经营）、安全技术防范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经济贸易咨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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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股权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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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陕西汽车集团旬阳宝通专用车部件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9286879678157   

3、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徐秀丽 

5、注册资本：5,156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09年 4月 29日 

7、营业期限自：无固定期限 

8、住所：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城关镇青泥社区 270号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专用车、汽车零部件及环保设备的研发、生产、销

售、进出口业务；整车销售；维修与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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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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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股权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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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情况指标 
2020年 6月 30日 2019年 12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281,986.51 69,339,995.76  

负债总额 92,557,062.42 97,489,358.8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9,919,620.10 3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79,822,509.57 84,478,194.41  

净资产 -31,275,075.91 －28,149,363.06  

营业收入 21,206,327.49 33,467,635.02  

利润总额 -3,125,712.85 －17,185,744.88 

净利润 -3,125,712.85 －17,185,744.88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2,646,867.18 26,023.03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子公司对外增资系北京中创、中创尊汇、陕汽集团及旬阳科技四方

经过友好协商，一致同意按照各自现有持股比例、通过货币方式对旬阳宝通进行

同比例增资，遵循了公平、自愿等一般商业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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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五、《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 

 

甲方：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中创绿色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丙方：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旬阳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戊方：陕西汽车集团旬阳宝通专用车部件有限公司（或简称“标的公司”） 

 

一、 标的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陕西汽车集团旬阳宝通专用车部件有限公司 

2.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3.标的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 5156 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 3625.26 70.31% 

北京中创绿色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680 13.19%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73.40 15.00% 

旬阳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77.34 1.50% 

合计 5156 100% 
 

二、增资金额、价格及方式 

1.根据戊方公司股东会决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156 万元增加至人

民币 10114.72 万元，新增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958.72 万元。 



2.新增的注册资本由戊方股东按现有持股比例以货币方式出资，其中，甲方增资

金额为 3486.48 万元，乙方增资金额为 654.06 万元，丙方增资金额为 744.00 万

元，丁方增资金额为 74.18 万元。 

3.本次增资金额按期支付到戊方指定银行账户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后，戊方的股

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 7111.74 70.31% 

北京中创绿色城市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1334.06 13.19% 

陕西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17.40 15.00% 

旬阳县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151.52 1.50% 

合计 10114.72 100.00% 
    

 三、增资价款支付 

增资各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两个工作日内通过标的公司股东会作出同意本

次增资的决议，并在标的公司股东会作出决议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至戊方指

定的银行账户，具体如下： 

账户名称：陕西汽车集团旬阳宝通专用车部件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旬阳县支行营业部   

账号：103235684313 

戊方需在增资各方增资资金全部按期到位后 2 个工作日内完成验资并在验资后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本次增资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在上述工作全部完成后根据验资

报告向增资各方出具股东出资证明书。 

增资方中的任何一方未按期将增资资金出资至指定银行账户，则未按期增资出资

到位的一方应当对按期出资到位的其他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具体赔偿金额=违

约方未出资到位资金×同期全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但如已增资款退回至已增资方的，则未增资方无需向已增资方承担违约责

任。戊方未按规定依次完成本次全部增资资金的的验资、工商变更事宜，则应向

各增资方返还增资资金并加计按照同期全国人民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资金占用期产生的利息。 



 

四、声明、保证和承诺 

1.协议各方在此作出如下声明、保证和承诺： 

（1）协议各方均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机构； 

（2）协议各方均具备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及其相关补充协议的权利和行为能力，

本协议一经签署生效即对各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2.协议各方承诺对于因签署和履行本协议而获取的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的各项

条款应当严格保密，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披露，也不得为本协

议以外的任何目的使用本协议信息。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因履行本协

议必须向有权机关披露以上保密信息的除外。 

 

五、其他责任 

1.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或补充协议中所作的声明、承诺或保证存在虚假陈

述、重大遗漏，或者未能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均为违约。本协议任何一方未

能按照本协议或补充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义务，违约方应当对给守约方造成的损

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3.本协议的变更或解除不影响本协议守约方向违约方要求赔偿的权利。 

4.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行使或迟延行使其任何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构

成弃权，任何一方部分行使其任何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的权利并不影响其行使其

他权利。 

 

六、争议解决 

凡因履行本协议所发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各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标的公司所在地法院申请解决。 

 

七、协议的变更、解除和终止 

1.非经协商一致或根据法律法规和本协议规定的情形，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自

变更、解除本协议。对本协议的任何变更、解除，必须由协议各方以书面形式作

出，并经各方盖章及授权代表签字后方能生效。 



2.因不可抗力致使协议目的无法实现，协议任何一方可解除本协议，且不承担违

约责任。 

 

八、其他 

1.本协议自协议各方盖章及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生效。 

2.本协议涉及的各具体事项及未尽事宜，可由协议各方在不违反本协议的前提下

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3.本协议一式七份，由协议各方各执一份，标的公司留存一份，其余报有关国家

登记备案机关，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六、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旬阳宝通前期以配套陕汽集团的自卸车业务为主，环卫车业务量较小，受自

卸车行业市场环境影响、及陕汽自卸车制造布局转移影响，近几年经营情况持续

亏损。被中创尊汇并购后，旬阳宝通将以环卫车业务为主。旬阳宝通现有环卫产

品拥有 16项专利技术，同时依托陕汽强大的研发团队支持，正开发 24款公告样

车，产品市场前景良好；另一方面，旬阳宝通将协同公司的环卫服务业务，为公

司不断开拓的环卫服务项目提供低成本环卫装备。因前期持续亏损等原因，旬阳

宝通融资受限导致公司资金极为紧张。通过配合其他股东同比例增资，可有效解

决旬阳宝通资金问题，实现陕汽技术、宝通产品、中创环保市场的有效联合、协

同，既提升旬阳宝通盈利能力和经营状况，又能支撑公司在环卫市场的战略布局。

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资源整合和优势发挥，推进公司战略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利

益，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此项交易外，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关联方中创尊汇集团有限公司未

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厦门中创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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