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300262        证券简称：巴安水务      公告编号：2021-004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0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巴

安水务”）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以下简称“《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20〕第 565 号），公司对《关

注函》所述问题逐项予以落实，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1. 请补充说明上述股权转让款项支付的具体时间及对象，是否符合《收购

意向书》中的相关约定，相关款项是否实际用于集安天源生产经营，你公司在

未签署正式协议即向其支付款项是否已履行相应内部审批程序，是否符合投资

付款相关内控制度。 

答复： 

（1）公司在签订《收购意向书》后，知晓集安天源的股份系金明明代陆军表

持有，因此，公司向陆军表前后共支付 5000 万元股份转让款，具体支付情况如

下所示： 

2017 年 11 月：向陆军表支付意向金 2500 万元； 

2018 年 7 月：向陆军表支付股份转让款 1000 万元；同年 9 月：向陆军表支

付股份转让款 200 万元；同年 12 月：向陆军表支付股份转让款 330 万元； 

2019 年 2 月及 9 月分别向陆军表支付股份转让款 300 万元及 670 万元。 

由于《收购意向书》并未约定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支付具体时间及对象，

因此公司的支付行为不违反《收购意向书》中的约定。 

（2）2018 年，2019 年，公司与陆军表持续沟通股权转让意愿，均得到确认



推进的回复；从公司层面考虑，认为集安天源有持续现金流，并有污水厂扩建及

污水处理费调价的预期，将会对后续业务扩展带来空间，并将会增加利润，因此，

公司考虑继续推进投资本项目，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公司持续给陆军表支付了股

权转让款，并不是对陆军表个人进行财务支持。 

（3）在《收购意向书》签订前，集安天源已向公司表示确定增加注册资本从

500 万元至 5500 万元。《收购意向书》签订后陆军表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和 12

月分 2 次完成了对集安天源的增资工作，集安天源的注册资本由 500 万，增资至

5500 万元。完成增资后，上述转让款即为陆军表对集安天源的实缴出资，均用

于集安天源的生产经营。 

（4）根据本公司《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规定，集安天源的

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标准，交易由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批。本次交易

在 2017 年 10 月底已取得总经理办公会的审批，符合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与

2017 年 11 月底完成股权转让意向金支付的内部付款审批流程。公司将会持续改

进及加强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在签订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的基础上，支付转让款。 

2. 请说明各期支付款项的会计处理及合规性，并结合交易对方履约能力及

意愿说明前期是否已对相关款项足额计提减值准备，你公司在交易对方迟迟未

履约的情况下未及时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原因及合理性。 

答复： 

（1） 公司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支付集安天源股权支付

5,000.00 万元。 

其中：公司于 2017 年底列示其他应收款-陆军表 2,500.00 万元，2018 年底

列示其他应收款-陆军表 4,030.00 万元，2019 年底列示其他非流动资产-股权预付

款 5,000.00 万元。 

公司于 2017 年底及 2018 年底根据巴安水务制定的会计政策对其他应收款-

陆军表分别按照 1%及 5%计提坏账准备，2019 年公司将前期诚意金及支付的股

权转让款作为股权预付款计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2019 年将支付的所有股权

转让诚意金和股权转让款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核算。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 日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

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于准则转换日对公司账面往来进行梳理。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账面其他应收款- 陆军表余额为 4,030.00 万元，其中，2,500.00 万元为

股权收购意向金，后转为股权转让款，1,530.00 万元为股权转让款。针对以上往

来，公司已计提坏账准备 140.30 万元。根据与集安天源的《收购意向书》，公

司与陆军表之间的往来实为预付的股权转让款。故公司于准则转换日将该笔往来

转入其他非流动资产-预付股权款核算。 

公司对支付给陆军表的款项按照企业的会计政策计提坏账。基于在过程中，

公司一直与陆军表保持联系，询问是否能够完成交易，何时能够完成工商变更。

陆军表均表示会完成本次交易的。年度审计时，会计师也对陆军表进行了函证，

陆军表也是回函确认款项金额和性质的。 

（2）本着友好协商的初衷，公司在支付相关款项后，也多次通过书面通知、

电话、面谈等形式与交易对方沟通，并要求其尽快与公司办理股权交割和工商变

更手续。交易对方承诺在解决其内部分歧后，将积极配合集安天源的股份交割及

工商变更手续。 

3. 请核实并说明金明明代陆军表持有股份的原因，导致无法及时办理工商

变更手续的具体原因，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5%以上股东、董监

高人员与陆军表、金明明及其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业务、资金往来。 

（1）经过公司与当事人核实及问询，集安天源于 2010 年 8 月 19 日成立，

金明明与陆军表于 2010 年 5 月 15 日基于双方互信并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 500

万元《委托持股协议》，由金明明代陆军表持有集安天源的股份，具体原因当事

人不愿意表述。 

（2）2017 年末陆军表在未告知金明明的前提下对集安天源进行增资到

5500 万元。由于金明明顾虑到本次增资从 500 万元到 5500 万元，对其代持的状

态是否存在法律风险，故未达成一致意见。 

2020 年 11 月，经公司外聘会计师事务所对陆军表和金明明分别进行了访谈，

并与访谈后，经过公司法务确认：资产权属清晰，为陆军表所有。公司已与陆军

表和金明明签订了股权协议，并办理了工商变更。因此，资产权属上没有法律风

险 

（3）经核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5%以上股东、第三届董事

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以及第四届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管与陆军



表、金明明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或业务、资金往来。 

4. 公告显示，集安天源 2019 年、2020 年前三季度净资产为 5,258.22 万元、

5,287.44 万元，净利润为-390.92 万元、29.21 万元。请补充说明集安天源最近

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本次转让股权的作价依据，如以资产评

估结果为依据的，请说明采用的评估方法、过程、主要参数及合理性。 

答复： 

（1）集安天源一期项目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人民币 

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9月 

 

货币资金  416.64   4.98   114.20   22.45  

流动资产  1,536.16   1,751.24   1,829.43   2,098.79  

总资产  5,538.27   5,491.66   5,272.89   5,305.27  

流动负债  -178.09   -157.48   14.66   17.83  

负债总额  -178.09   -157.48   14.66   17.83  

所有者权益  5,716.35   5,649.14   5,258.22   5,287.44  

营业收入  455.88   520.49   213.10   445.06  

利润总额  -46.18   -67.21   -390.92   29.21  

净利润  -46.18   -67.21   -390.92   29.21  

 目前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可以确认的是相关收入是按照实际收到的

款项确认的。 

 由于 2018 年水质提标到一级 A，政府未调整水价。现政府已初步与集安

天源谈好二期运营后一期水价将进行调价。 

 集安天源二期托管运营项目也在洽谈中。 

（2）集安天源经营情况 

1）2017 年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 696.27 万吨，出水水质达标率 100%，年度

应收运营费 511 万元，实收 511 万元，经营成本约 263.3 万元，按政策政府补贴

48.94 万元； 

2）2018 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 702.14 万吨，5 月 28 日完成一级 A 提标改造

环保验收，出水水质达标率 100%均达到一级 A 排放标准；年度应收运营费 511

万元，实收 604 万元，经营成本约 323 万元，按政策政府补贴约 15 万元； 

3）2019 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 762.11 万吨，出水水质达标率 100%；年度应



收运营费 533.477 万元，实收 241.1 万元；未收到的部分运营费已在 2020 年收入

中实现，按政策政府补贴约 28 万元； 

4）2020 年度生产情况：年度污水处理量总为 757.85 万吨，出水水质达标率

100%；收费情况约 530.495 万元。已收到 208.91 万元污水处理费费，剩余部分

2021 年 1 季度支付。 

5）未来预期 

①水价增量：由于 2018 年水质提标到一级 A，政府未调整水价。现政府已

初步与集安天源谈好二期运营后一期水价将进行调价，年收益增幅约为 150-180

万左右。 

②管理效应：巴安水务收购后对项目运营精细化管理进行如下改善降低成本： 

Ø  实现部分高能耗设备的更换节约电耗； 

Ø  优化运营操作规程，精细化管理药剂投加，节约药耗； 

Ø  设备操作手册完善及设备保养的计划管理，节约设备维修成本及提高使

用设备寿命。 

（4）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为 2017 年签订《收购意向书》后，由评估公

司出具的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吉圣评报字【2018】第 041 号

报告，评估值 5092.86 万元；又考虑到合同未来权益部分，因此作价暂定为 5500

万元。目前，此资产还在再次评估中，最终以评估价格进行调整股权转让作价。 

5. 你公司于 12 月 25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兑付“17巴安债”的进展公

告》显示，截至目前仍存在 35,000 万元“17 巴安债”尚未兑付，请说明未偿还

完毕相关债务的情况下持续进行对外投资的合理性，剩余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

源。 

答复： 

本次交易实际发生时间为 2017 年 11 月，公司前期已支付 5000 万的股份转

让款。近期，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办理本次交割完后，将派团队对集安天源进行经

营管理交接后，后续由集安天源的污水处理厂对城市污水进行处理，向政府收取



污水处理费，不需要再进行资金的投入。 

 

特此公告。 

 

 

上海巴安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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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告显示，集安天源2019年、2020年前三季度净资产为5,258.22万元、5,287.44万元，净利润为-390.92万元、29.21万元。请补充说明集安天源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本次转让股权的作价依据，如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的，请说明采用的评估方法、过程、主要参数及合理性。
	答复：
	（1） 集安天源一期项目三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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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审计评估工作正在进行，可以确认的是相关收入是按照实际收到的款项确认的。
	 由于2018年水质提标到一级A，政府未调整水价。现政府已初步与集安天源谈好二期运营后一期水价将进行调价。
	 集安天源二期托管运营项目也在洽谈中。
	（2） 集安天源经营情况
	1）2017年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696.27万吨，出水水质达标率100%，年度应收运营费511万元，实收511万元，经营成本约263.3万元，按政策政府补贴48.94万元；
	2）2018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702.14万吨，5月28日完成一级A提标改造环保验收，出水水质达标率100%均达到一级A排放标准；年度应收运营费511万元，实收604万元，经营成本约323万元，按政策政府补贴约15万元；
	3）2019年度污水处理总量为762.11万吨，出水水质达标率100%；年度应收运营费533.477万元，实收241.1万元；未收到的部分运营费已在2020年收入中实现，按政策政府补贴约28万元；
	4）2020年度生产情况：年度污水处理量总为757.85万吨，出水水质达标率100%；收费情况约530.495万元。已收到208.91万元污水处理费费，剩余部分2021年1季度支付。
	5）未来预期
	①水价增量：由于2018年水质提标到一级A，政府未调整水价。现政府已初步与集安天源谈好二期运营后一期水价将进行调价，年收益增幅约为150-18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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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Ø 设备操作手册完善及设备保养的计划管理，节约设备维修成本及提高使用设备寿命。
	（4） 本次股权转让的作价依据为2017年签订《收购意向书》后，由评估公司出具的以2017年12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吉圣评报字【2018】第041号报告，评估值5092.86万元；又考虑到合同未来权益部分，因此作价暂定为5500万元。目前，此资产还在再次评估中，最终以评估价格进行调整股权转让作价。
	5. 你公司于12月25日披露的《关于公司部分兑付“17巴安债”的进展公告》显示，截至目前仍存在35,000万元“17巴安债”尚未兑付，请说明未偿还完毕相关债务的情况下持续进行对外投资的合理性，剩余股权转让款的资金来源。
	答复：
	本次交易实际发生时间为2017年11月，公司前期已支付5000万的股份转让款。近期，本公司与交易对方办理本次交割完后，将派团队对集安天源进行经营管理交接后，后续由集安天源的污水处理厂对城市污水进行处理，向政府收取污水处理费，不需要再进行资金的投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