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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天津蓝天环科环境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6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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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蓝天瑞德（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达成

书面协议，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让蓝天瑞德（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持有的天津蓝天环科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股权，交易金额为 200 万元。天

津蓝天环科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相关议案业经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批准，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18 年 7 月 12 日，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洗霸或公司）

与蓝天瑞德（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瑞德）签署《股权转让协

议书》，协议书约定上海洗霸受让蓝天瑞德所持天津蓝天环科环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蓝天环科或标的公司）60%股权，交易金额为 200 万元。本次交



易完成后，蓝天环科将成为上海洗霸控股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将纳入上海洗霸合

并财务报表范围。

上述交易事项相关议案业经2018年7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关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相关董事会会议情况，详见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www.sse.com.cn）

的《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7）。

上述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对方相关情况

（一）交易对方蓝天瑞德情况

1.公司名称：蓝天瑞德（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环河北路 80 号空港商务园东区 8

号楼 107、108 室 S3E（集中办公区）。

4.法定代表人：潘忠。

5.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6.注册时间：2015 年 5 月 15 日。

7.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服务；资产管理；技术咨询、服务、开发、转

让；新能源、地热能源工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污水处理、凿井、管道、防腐

保温工程；承包供热服务；机电设备及空调系统安装；节能产品、水资源综合利

用开发应用的论证及技术咨询服务；园林工程施工；机械电子设备（小轿车除外）、

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批发零售；自营和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工程招投标代理；工程项目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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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北京蓝天瑞德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资。

9.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说明

蓝天瑞德成立以来以投资经营为指向，以项目开发为突破，主要面向的业务

包括投资管理、技术咨询服务、地热能源工程技术开发、污水处理、供热承包等

服务。

自 2017 年起，蓝天瑞德未再开展具体业务。



10.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2,207,179.42

资产净额 72,190,885.07

营业收入 0

净利润 -4,321,259.58

说明：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蓝天瑞德股东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蓝天瑞德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美和园东区 2号楼 109。

4 法定代表人：潘忠。

5注册资本：17800.0016 万元人民币。

6注册时间：2001 年 4 月 3 日。

7经营范围：新能源的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专业承包；热力供

应；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水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污水处理；汽车尾气治

理；烟气治理；废气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销售机械设备；施工总承包；工

程勘察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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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各方与上海洗霸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相关情况

（一）标的股权

上海洗霸受让蓝天瑞德所持蓝天环科 60%股权，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

权的转让而同时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蓝天环科将成为上海洗霸控股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将纳入

上海洗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二）标的股权权益状况

蓝天瑞德保证其转让给上海洗霸的前述股权为其合法拥有，蓝天瑞德对相关

股权享有完全、有效的处分权，相关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担保权益或任



何其他影响相关股权转让的情形，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蓝天环科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3.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7 号原环科院楼 418 室。

4.法定代表人：潘忠。

5.注册资本：2000 万元。

6.注册时间：2016 年 7 月 1 日。

7.经营范围：从事节能环保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环保工程设计及工程总承包；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工程；盐碱地

改良及绿化工程；污染农田与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固废处置工程及技术服务；环

保设备研发及销售；除臭治理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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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股份数额 股份比例 出资方式 实缴数额

蓝天瑞德 1200 60% 货币 371

天津市环科环境

科技有限公司

200 10% 货币 35

600 30% 无形资产 600

合计

（注册资本）
2000 100% -- 1006

9.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说明

蓝天环科自设立以来，依托股东方在液体和固体废物、土壤和农村环境治理

等方面的人才与技术优势，重点关注水环境污染治理、固废资源化利用、污染土

壤生态修复、农村环境污染综合防治等板块相关环境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的工程

项目。

2018 年 1 月，蓝天环科中标天津港集装箱物流中心普菲斯冷链分拨中心除

臭灭菌项目，项目合同额 1366 万元，2018 年 2 月开始施工。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预计将改善蓝天环科的财务状况。



10.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2018 年 5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803,583.15 6,602,676.31

负债总额 1,925,998.47 119,493.13

营业收入 3,868,281.49 140,754.72

净利润 -605,598.50 -3,103,775.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605,598.50 -3,102,175.39

说明：上述 2018 年 5 月 31 日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上述 2017

年年度报告业经天津普天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暂无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

计，审计报告意见为标准无保留意见。

（四）蓝天环科其他股东情况

1.公司名称：天津市环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7 号环科院楼 203 室。

4.法定代表人：蒋海飞。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注册时间：2015 年 7 月 29 日。

7.经营范围：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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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天津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事业法人）独资。

（五）交易对价公平合理性分析

根据 2016 年 12 月 16 日北京东财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

报告》（东财验字[2016]第 083 号），蓝天环科相关股东的前述无形资产作价实缴

出资情况业经专业机构依法审验（天津津北火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津北火

炬评字[2016]第 255 号《天津市环科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项目所涉的无形资

产评估报告》评估确认：标的资产为“一种淤（污）泥和软基础固化/稳定化的

固化剂及其应用”发明专利，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1月 8日，评估价值为 615.83

万元），验资报告确认相关无形资产已经完成了所有权转移手续，验资报告所附

验资说明记载“全体股东确认该无形资产价值为 615.83 万元，其中 600 万元计

入实收资本，15.8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上海洗霸与蓝天瑞德的本次股权转让交易已充分考虑了标的公司的注册资

本、股东实缴出资及目前业务进展等具体情况，交易对价金额较小，业经交易双

方平等协商一致，并征求了标的公司其他股东的意见，相关价格公平合理，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整体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2018 年 7 月 12 日，交易双方（以下甲方、乙方分别为上海洗霸、蓝天瑞德）

就甲方受让乙方持有的蓝天环科股权一事，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

上述《股权转让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考虑到乙方实缴出资情况和蓝天环科实际财务状况，双方同意甲方以 200

万元对价受让乙方持有的蓝天环科全部 60%的股权，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

权的转让而同时转让。

2.本协议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股权对价 200 万元，乙方将

其持有的蓝天环科的全部 60%的股权转让至甲方名下。

3.乙方保证其转让给甲方的前述股权为乙方合法拥有，乙方对相关股权享有

完全、有效的处分权，相关股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或其他担保权益或任何其他影

响相关股权转让的情形，不受任何第三人的追索。

4.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承诺（保证），应当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如相

关违约对守约方的合同目的的全面实现构成重大影响，守约方还有权立即解除或

终止本协议。

5.如出现非甲方原因导致的影响本协议项下相关股权转让的情形，甲方有权

立即解除或终止本协议而无需向乙方承担任何责任，乙方收到甲方解除合同通知

书后应立即退还相关款项。

6.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7.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并完成其审批程序后生效。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上述协议已经交易双方完成各自审批程序并经双方盖章生效。下一步，

上海洗霸将沟通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尽快完成全部注册资本的实缴到位，以及标的

公司的组织机构（股东会、董事会、管理层等）的调整、完善等工作。

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后，将导致上海洗霸合并报表范围进一步扩大，将可能提



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助推公司拓展新的地区或新的业务领域，对公司业绩产生积

极影响。

截至目前，不存在上海洗霸对标的公司或交易对方提供担保、委托标的公司

或交易对方理财，以及标的公司或交易对方占用上海洗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六、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布了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相关股权转让事项，具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无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议案所涉交易对价，符合交易对象实际情况，遵循了市场相关惯例或交易

原则，具有合理性和公允性。

4.议案所涉交易顺利完成后，蓝天环科将作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纳入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有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助推公司拓展新的市场发展空间，

对股东权益将产生积极影响。

综上所述，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收购蓝天环科 60%股权。

七、风险分析

本次交易事项完成后，标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政策变化、环境保护、

技术发展、安全生产、企业管理、市场竞争等方面的风险，标的公司与上海洗霸

之间可能存在文化整合等风险。

上海洗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采取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加强

风险管控，适当化解风险。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