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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5         证券简称：渤海股份        公告编号：2015-077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因进行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分别与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

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华青、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

伙）于 2015年 4月 21日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于 2015

年 12月 11日与李华青、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签订了附条件生

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2、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华青及其实际控制的石家庄合

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后将成为公司持股比

例 5%以上股东，因此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李华青及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此次非公开发行属于关联交易。 

3、表决及回避表决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董事与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

理中心（有限合伙）、李华青及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不存在关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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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关系，不存在需回避表决的情形。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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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李华青 

姓名 性别 国籍 
是否拥有永久 

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住所 

李华青 女 中国 否 
13292619730808***

* 

河北省石家庄

市 

李华青女士任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原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嘉诚环保”）董事长兼总裁，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收购标的公司嘉诚环保之

控股股东。 

2、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李华青 

设立日期：2013 年 10 月 30 日 

组织机构代码：08133707-7 

注册号：91130108081337077L 

注册资本：50 万元 

住所：石家庄裕华区槐安东路 162 号 

经营范围：投资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金融、证券、期货、教育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须专项审批的项目，取得批准后方可经营）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是嘉诚环保核心团队人员的持股公司，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出资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任职情况 
出资金额
（万元） 

比例 

1 李华青 嘉诚环保董事长 25 50% 

2 李新霞 
嘉诚环保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10 20% 

3 王建辉 嘉诚环保董事 15 30%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自设立以来，仅投资嘉诚环保，未开

展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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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

元、未经审计）：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9,851,871.70 

负债总额 9,549,800.00 

股东权益总额 302,071.70 

简要利润表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157,986.55 

利润总额 -157,986.55 

净利润 -157,986.55 

3、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概况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宏儒和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曹海燕） 

设立日期：2012 年 07 月 05 日 

组织机构代码：05021840-3 

注册号：320500000081049 

认缴出资：39,500 万元 

住所：太仓市城厢镇朝阳路 12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会议

服务、市场调查、企业管理、投资。（项目投资管理和投资咨询，会议服务，市

场调查，企业管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出资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金

额（万元） 
比例 合伙人类别 

1 北京宏儒和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 0.03% 普通合伙人 

2 
北京聚琛资本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 
14,990 37.95% 有限合伙人 

3 
北京鼎新成长创业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1,000 2.53%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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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香塘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300 13.42% 有限合伙人 

5 杭州宏顺服装有限公司 700 1,77% 有限合伙人 

6 俞水清 15,000 37.97% 有限合伙人 

7 刘振谭 2,500 6.33% 有限合伙人 

 合计 39,500 100.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资结构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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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北京聚琛资本投资中心的合伙人张洪山、李涛、左从林、周志文与昭衍（北京）投

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张洪山、李涛、左从林、周志文为同一批人，穿透汇总中不再重复计算；

北京聚琛资本投资中心的合伙人李涛与北京微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李涛为同名不同

人。 

弘德源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未经审计）：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101,276.37 

负债总额 104,394.50 

股东权益总额 1,996,881.87 

简要利润表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1,137.89 

利润总额 -1,137.89 

净利润 -1,137.89 

目前，弘德源正在进行私募投资基金备案登记。 

4、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建斌 

设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14 日 

组织机构代码：58575400-X 

注册号：540000100000822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住所：拉萨市柳梧新区管委会大楼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计算机软件研发及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瑞华出资人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缴出资金

额（万元） 
比例 

1 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0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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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5,000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瑞华的股权结构控制图如下： 

 

 

 

西藏瑞华自成立以来在股权投资和实业投资方面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曾

经参与三特索道、新南洋、中钢国际、润邦股份等公司的非公开发行项目，本次

拟以自有资金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西藏瑞华最近一年简要财务数据如下（单位：元、未经审计）：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2,200,031,193.77 

负债总额 1,820,646,321.65 

股东权益总额 379,384,872.12 

简要利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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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16,623,300.00 

营业利润 169,886,611.15 

利润总额 173,824,411.15 

净利润 157,952,496.30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名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曾用名：嘉诚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华青 

有限公司设立日期：2005年3月11日 

注册资本：11,452.9517万 

营业执照注册号：130100000168688 

组织机构代码：77134423-1 

税务登记证号：冀石联税裕华字130106771344231号 

住所：石家庄市裕华区槐安东路162号绿源大厦 

经营范围：环境工程的设计施工及工程总承包、环境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及评

价、环境设备及产品的生产销售、机电产品仪器、仪表、环保材料的销售；市政

工程的设计与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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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嘉诚环保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

元） 
出资比例 

1 李华青 7,735.9879 67.5458% 

2 
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

限合伙） 
   1,155.9579  10.0931% 

3 光大国联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590.6890  13.8889% 

4 李哲       15.8967  0.1388% 

5 
河北科润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461.3020  4.0278% 

6 河北天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9.4857  3.7500% 

7 
天津天创鼎鑫创业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3.6325  0.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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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1,452.9517 100.0000

% 

 

3、目标公司简要财务报表及财务指标 

嘉诚环保2013年度、2014年度及2015年1-9月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

标如下（单位：元）： 

简要资产负债表：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717,527,431.37 452,804,437.46 245,553,209.16 

负债总额 374,940,454.40 176,422,779.45 72,329,634.16 

股东权益总额 342,586,976.97 276,381,658.01 173,223,575.00 

简要利润表：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营业收入 320,637,602.75 314,310,344.24 219,466,815.25 

营业利润 77,811,853.57  73,352,620.08 53,934,319.68 

利润总额 78,485,217.56  73,733,660.73 54,031,144.72 

净利润 66,205,318.96 63,158,083.01 46,273,665.14 

简要现金流量表：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度 2013年度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56,865,488.54 -81,374,645.72 -28,886,759.10 

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647,483.21 -12,817,835.56 -14,120,985.17 

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 154,306,324.10 102,742,691.60 55,619,744.4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

加额 
-3,206,647.65 8,550,210.32 12,612,000.17 

主要财务指标状况： 

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1-9月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度/2014年12

月31日 

2013年度/2013年12

月31日 

销售毛利率（%） 37.57 37.07 38.64 

总资产收益率（%） 9.23 13.95 18.84 

净资产收益率（%） 19.33 22.85 26.71 

流动比率（倍） 1.30 1.53 3.06 

速动比率（倍） 0.92 1.12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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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负债率（%） 52.25 38.96 29.46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认购价格为不低于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第五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注：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

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

易日股票交易总量），即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5.75元/股。若上市公司股票在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本次发行价格亦将进行相应调整。 

五、交易协议及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2015 年 4月 21日公司与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相关交易方签订了附

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4.5 亿元，按照本次非公

开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折算的股份，不超过 2857.1429万股； 

（2）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认购金额为不超过 3亿元，按照

本次非公开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折算的股份，不超过 1,904.7620 万股； 

（3）李华青以其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 1,615.7142 万股，折合认购金额

25,447.50万元； 

（4）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以其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

460.3174万股，折合认购金额 7,250 万元。 

认购方式：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现金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李华青及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

合伙）以其持有的嘉诚环保股权认购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支付方式：认购款项足额汇入专项账户；认购股权及时办理过户。 

（二）2015 年 12月 11 日公司与参与李华青、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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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合伙）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主

要内容如下： 

1、关于与李华青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内

容： 

（1）原协议甲方住所地变更为“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临空

二路 1号”。 

（2）原协议鉴于条款第 3 条变更为“乙方持有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67.5458%的股权，甲方拟收购包括乙方所持部分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在内的

55%股权，乙方拟以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7.55%股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股份”。 

（3）原协议释义部分“嘉诚环保”指代“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原协议 2.1 变更为认购数量：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

量，以乙方所持有的嘉诚环保 17.55%股权，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于 2015年 7 月 13日出具且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的《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 号），并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所持嘉诚环

保 17.55%股权价值为 25,447.50 万元。根据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每股价

格计算后确定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1,615.7142万股。 

（5）原协议 14.4中甲方联系方式变更为“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 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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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与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内容： 

（1）原协议甲方住所地变更为“北京市顺义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顺义园临空

二路 1号。” 

（2）原协议鉴于条款中第 3 条变更为“乙方系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

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合伙企业，持有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10.0931％股权，甲

方拟收购包括乙方所持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在内的 55%股权，乙方拟以所

持的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5%股权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 

（3）原协议释义部分“嘉诚环保”指代“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4）原协议 2.1 变更为认购数量：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

量，以乙方所持有的嘉诚环保 5%股权认购，根据天津华夏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于 2015年 7 月 13日出具的并经天津市财政局备案的《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嘉诚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华夏金信评报字［2015］139 号），并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所持嘉诚环

保 5%股权价值为 7,250 万元。根据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计算后

确定乙方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460.3174 万股。 

（5）原协议 14.4中甲方联系方式变更为“ 

收件人：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市河西区环岛西路梅江中心大厦 22层 

邮编：300221 

电话：022-23916822 

传真：022-23916515 

电子邮箱：jiangbo@binhaiwater.com”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及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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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状况将得到较大改善，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盈利能力进一步提高，整体

实力得到增强。 

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如下：

（一）本次发行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资产总额与净资产总额将大幅提升，公司资金实力

显著增强，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结构更趋合理，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

风险，优化财务状况。 

（二）本次发行后对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后，有利于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并

进一步完善产业布局，显著提升公司整体竞争能力，通过目标公司的收购为上市

公司增加新的盈利增长点，通过相关银行贷款的偿还和流动资金的补充降低财务

风险、节省财务费用。本次发行的实施对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提升和盈利能力的

增强将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有效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股东回报能力。 

（三）本次发行后对公司现金流量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投入部分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这将直接有利于改善公

司的现金流量状况。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将大幅增加，随着

随着所收购目标公司的运营和效益的产生，未来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和经营活动现

金流入将有所增加。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没有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以及拟签署的相关协议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

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华青及其实际控制的石家庄合力投资

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后将成为公司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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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以上股东，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此次非公开发行属于关联交易。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定价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开、公平，

合理按照发行价格认购股票，价格公允，交易事项没有对上市公司独立性构

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基于上述，我们同意将本次《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李华青及其实际控制的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取得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后将成为公司持股比例5%以上股东，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苏州弘德源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李华青及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

（有限合伙）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此次非公开发行属于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

易定价方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开透明；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表决程序合法；本

次非公开发行所涉及的关联交易的实施有利于公司发展，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关于与李华青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3、关于与石家庄合力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之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

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2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