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893       证券简称：华通热力  公告编号：2019-018号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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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交易概述 

1、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产整体质量,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甲方”）与北京太力信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太力信元”或“乙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将持有控股

子公司中能兴科（北京）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兴科”或“目

标公司”）36.6972%的股权转让给太力信元。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兴华”）对中能兴科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并出具《资产

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第 020011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中能兴科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057.00 万元。根据中能兴科的

评估价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中能兴科 100% 股权的整体交易作价为 

2997.50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为 1.10元/股，交易对价为 1,100 万元。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中能兴科的股权，中能兴科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太力信元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228735571197Y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地址：北京市密云区兴盛南路 8号院 2号楼 106室－296（商务中心

集中办公室）  

5、法定代表人：王信民 

6、注册资本： 人民币 1000 万元 

7、成立时间：2002年 2月 6日 

8、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转让；销

售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安全技术防范产品、家用电器；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

车租赁)；计算机系统服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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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权结构：王信民持股 90.00%；张绪江持股 10.00% 

10、与公司关联关系：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与交易对手方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无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

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主要业务范围：太力信元公司为专业的系统集成公司，是北京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实验区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业务是应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软硬件技术，面向智能建筑、智能小区提供系统集成的设计及工程施工，为用

户提供包括网络、通讯、控制、安全防范等系统集成方案。此外，还致力于企业

自动化及信息化系统的建设，包括承接企业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工程、企业信息

化网络工程及技术服务。 

1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 年 12月 31 日 

/2017 年 1-12 月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1-12 月 

资产总额 23,595,457.17 16,310,304.48 

负债总额 21,662,799.81 14,511,855.62 



                                                                         

净资产 1,932,657.36 1,798,448.86 

主营业务收入 13,203,891.95 25,433,171.16 

利润总额 59,558.07 695,024.35 

净利润 -36,218.66 590,770.70 

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中能兴科(北京)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569964276XY 

3、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公司地址：北京市大兴区金星路 12号院 2号楼 8层 0916 室  

5、法定代表人：刘景芳 

6、注册资本：人民币 2725 万元 

7、成立时间：2009年 12 月 18日 

8、经营范围：节能技术及产品、能源监测系统集成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销售机电设备及自产开发后产品；专业

承包；软件开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合同能源管理。 

9、主要股东情况：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36.6972%；张

毓珊持股 13.4862%；姜薇持股 7.3394%；李宁持股7.3394%；欧阳昕持股 7.3394%；

李欣持股 5.5046%。 

10、标的公司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12 月 

2018 年 12月 31 日 

/2018 年 1-12 月 

资产总额 87,546,869.20 66,522,488.99 

负债总额 59,636,583.76 45,780,776.65 

https://www.qichacha.com/pl_pb5f080cf3e3e6b40fd6c48d45b9ce92.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rbe05920736be5dd89a44cde73387c4.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e61eae1689920dd2c478f0b13e46f30.html
https://www.qichacha.com/pl_pr979b45635a4f2c8af697d2fcb3693a.html


                                                                         

净资产 27,910,285.44 20,741,712.34 

主营业务收入 54,056,013.94 19,369,927.01 

利润总额 2,084,803.09 -8,335,956.97 

净利润 1,726,090.93 -7,448,573.10 

11、其他事项说明： 

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

或仲裁事项，未被司法机关采取查封、冻结等强制措施。 

公司不存在为中能兴科提供担保、 委托中能兴科理财的情形，中能兴科也

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或其他资源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经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对中能兴科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

并出具《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第 020011 号），截至评估基

准日 2018 年 12月 31日，中能兴科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057.00万元。根

据中能兴科的评估价值并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中能兴科 100% 股权的整体交易

作价为 2997.50 万元，本次交易价格为 1.10 元/股，交易对价总额为 1,100 万

元。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乙方以现金方式向甲方支付交易对价，具体支付方式为：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1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本次交易对价

的 50%，即 550 万元（大写：伍佰伍拾万元整）；交割日次日起的三十（30）个

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交易对价的剩余全部价款（交易对价的 50%），即

550 万元（大写：伍佰伍拾万元整）。 

1、甲方陈述和保证 



                                                                         

（1）甲方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公司，本次转让已经其有权机构审

议通过，甲方具有签署、履行本协议的充分权力或授权，本协议生效后将对其具

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可执行力。 

（2）甲方为标的股份的合法拥有人，签署本协议和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

义务并不违反其公司章程或其他类似的组织性文件，不会违反与第三方签署的重

要合同（已经取得第三方同意的除外）或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发出的判决、命令

和裁决。 

（3）甲方未在标的股份上设置质押及任何形式的其他第三方权利。 

（4）目标公司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已取得所有其目前

所从事业务所必需的一切法定的执照、批文、批准，以及其他的许可或授权。 

（5）不存在针对目标公司的正在进行或可以预见的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案件，目标资产不存在未向乙方披露的或有负债。 

2、乙方陈述和保证 

（1）乙方为依法设立并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具有签署、履行本协议的充

分权力或授权，本协议生效后将对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和可执行力。本次转让

已经其有权机构审议通过。 

（2）签署本协议和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并不违反乙方公司章程或其

他类似的组织性文件，不会违反与第三方签署的重要合同（已经取得第三方同意

的除外）或国家司法、行政机关发出的判决、命令和裁决。 

（3）乙方将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及时足额向甲方支付交易对价。 

3、双方承诺 

甲乙双方将进一步通力合作，尽早完成本协议约定的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1）签署和交付需双方签署或交付的文件等； 

（2）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标的股份的变更登记。 



                                                                         

4、全面披露 

（1）甲乙双方在本协议项下提供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或根据本协议提供的

一切文件、证书和资料均无对涉及本次转让的重大事实和事项做出不真实陈述、

进行隐瞒或构成误导的情况。 

（2）甲乙双方对为妥善履行其在本协议中的义务而必须披露的，和/或按照

国家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以及证券交易所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而须披露的

任何资料或做出的任何公告须真实、完整、有效。 

5、税费和支出 

协议双方应按中国法律、法规的规定各自承担因本次转让而产生的应由其缴

纳和支付的税费。 

甲乙双方就商谈、草拟、签署及执行本协议所产生的费用及开支，由双方自

行承担。 

6、赔偿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或其在本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或承诺，导致另

一方蒙受损失，违约方应负责赔偿。任何按本条款提出的索赔应以书面形式提出，

并应附有对引起该索赔的事实及情况合理而详尽的描述。 

六、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转让原因 

中能兴科自成立之日，主要从事公共建筑的节能服务，包括各种类型建筑物

的空调节能改造、电梯节能改造、照明节能改造等各种用能设施的节能技术改造，

以及建立能源管理中心和能效管理信息平台，提高能源使用的管理水平和培训服

务能力。 

由于随着近年来建筑节能服务行业高速增长，众多企业看好这一领域，节能

服务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前期投入资金量较大，回收周期相对较长，而中能兴科

规模尚小，市场占有率较低，需要投入较多资金，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而公司

主营业务为供热运营，目前公司新建项目合作方式基本采取“供热投资运营”模

式，在此模式下，公司负责投资、建设供热设施，并获得一定期限内供热项目的



                                                                         

经营权，也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 

由于上述两类业务都需要较大的资金投入，经反复探讨，公司决定集中精力

发展已经建立较大优势的供热业务。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

定出售公司持有的中能兴科全部股权。 

2、太力信元授让股权原因 

太力信元公司为专业的系统集成公司，其自成立起，一直致力于公共建筑、

商业设施、智能建筑等的系统集成的设计、工程施工和相关技术服务领域，目前

主要项目包括连云港丰惠广场智能化工程、红豆财富中心工程等。太力信元与中

能兴科的客户群基本一致，业务具有一定的协同性。 

3、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能兴科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内。 

本次股权转让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

有利于更好地支持公司业务发展，提高运营和管理效率，继续巩固和突出优势业

务，实现公司持续、 健康发展。本次交易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中能兴科

36.6972%的股权旨在进一步优化公司资源配置，提高资产利用效率，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规划。本次股权转让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及有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因此，

我们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八、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股权转让协议。 

 北京华远意通热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3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