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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关联方增资暨累计发生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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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关联交易事项对上市公司影响：本次发生的向关联方增资可充分利用子公司

闲置土地资源，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满足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日常生产

经营需要，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1月 21日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拟向关联方增资暨累计发

生关联交易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威远”）以其持有的 103,974.47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向新奥（内蒙古）

石墨烯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墨烯材料公司”）增资，同日新威远与相关

主体签署了《增资扩股协议》。鉴于石墨烯材料公司及石墨烯材料公司独资股东

新奥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墨烯技术公司”）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暨董事长王玉锁先生控制的企业，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

简称“《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上述增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日，剔除连续 12 个月内已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披露

的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暨



董事长王玉锁先生控制的关联法人发生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 3464.73 万元，该

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5%，现已按照关联交易相关规则要

求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且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发生关联交易情况 

（一）关联交易内容 

新威远拟以其持有的、位于达拉特旗新奥工业园的2号地块（土地证号：达

国用（2006）第4386号）中的103,974.47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向石墨烯材料公

司增资扩股。根据《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

报告》（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070019号）（简称“《评估报告》”），新

威远拥有的位于达拉特旗新奥工业园的每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评估均价为85元，双

方在该均价基础上确认本次出资土地价格为90元/平方米，即103,974.47平方米

国有土地使用权价值为935.77万元。 

新威远与石墨烯材料公司的独资股东石墨烯技术公司协商确定：就该935.77

万元的土地使用权价值，其中343.59万元作为新威远认缴石墨烯材料公司的出资

额（相对应为石墨烯材料公司增资后注册资本的6.43%），差额部分即592.18万

元计入石墨烯材料公司的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新威远持有石墨烯材料公

司6.43%股权。 

鉴于新威远为公司拟剥离资产，未来新威远持有的石墨烯材料公司6.43%的

股权将转让给公司或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新奥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8000万元 

4、注册地点：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华祥路东、鸿润道北 

5、法定代表人：张叶生 

6、主营业务：石墨烯及其制品（石墨烯电热产品、锂电电极材料、橡塑复

合材料、导电浆料）的制造、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产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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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股东与注册资本： 新奥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8、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新奥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已开发完成三维石墨烯粉体工业化制备技术，并成

功投运百吨级石墨烯粉体材料示范装置；研发多壁碳纳米管及其催化剂量产技术

并工业化生产；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建设石墨烯粉体、导电浆料生产基地。 

9、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其它关系的说明 

石墨烯技术公司与本公司同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王玉锁先生控制

的企业，为本公司关联方；石墨烯技术公司部分工程设计施工等业务由本公司全

资子公司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承接，因正常业务往来，有部分工程款项待

结算。同时向新能矿业有限公司销售电热墙，除此之外石墨烯技术公司与本公司

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其他关系。 

10、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8年度(未审计) 

资产总额 10726.58 

净资产 5773.70 

营业收入 177.91 

净利润 -874.77 

（三）投资标的情况 

1、企业名称：新奥（内蒙）石墨烯材料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5000万元 

4、注册地点：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王爱召镇新奥工业园办公楼102室 

5、法定代表人：张叶生 

6、经营范围：石墨烯粉体、碳纳米管粉体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

石墨烯电发热材料及其制品、功能型石墨烯涂料、石墨烯油墨、石墨烯导电浆料、

碳纳米管导电浆料、石墨烯锂电电极材料、石墨烯超级电容材料、石墨烯及碳纳

米管橡塑改性材料及其制品、石墨烯水泥、石墨烯纳米流体材料、石墨烯改性金

属复合材料、石墨烯碳纳米管的导热浆料的研发、制造、销售、技术服务；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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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本次增资前后股东及股权比例：  

8、经营情况 

2018 年石墨烯材料公司主要完成1000吨石墨烯综合粉体及2000吨导电浆料

一期项目建设。 

9、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科目 2018年度(未审计) 

资产总额 7540.39 
净资产 2975.81 
营业收入 0.44 

净利润 -23.34 

（四）增资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 

甲方：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乙方：新奥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新奥（内蒙古）石墨烯材料有限公司 

2、协议内容： 

（1）增资方案： 

新威远拟以其持有的、位于达拉特旗新奥工业园的2号地块（土地证号：达

国用（2006）第4386号）中的103,974.47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向石墨烯材料公

司增资扩股，土地使用权价值为935.77万元。  

 股东 股权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增资前： 

1 新奥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 100% 5000  货币 

增资后： 

1 新奥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 93.57% 5000 货币 

2 内蒙古新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6.43% 343.59 土地 



（2）标的公司价值评估： 

甲方本次向标的公司的增资，以标的公司2018年8月31日为基准日确认的净

资产估值作为基础。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标的公司

出具了《估值报告》，该报告确认的标的公司净资产价值13613.98万元。 

（3）鉴于上述甲方用于出资的土地使用权价值以及标的公司估值情况，各

方同意并确认，甲方对标的公司认缴出资为343.59万元，该出资额与用于增资的

土地使用权价值的差额部分，即592.18万元计入石墨烯材料公司的资本公积。完

成上述增资扩股后，标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变更为53,435,900.00元，

新威远公司持有6.43%股权，石墨烯技术持有93.57％股权。 

三、已发生未披露的其他关联交易 

（一）公司累计已发生未披露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及其子公司名称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方名称 

 交易金

额（万元）  

新能（廊坊）能源化工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提 供 服

务 
培训 石家庄新奥燃气有限公司 

        

6.25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采 购 福

利、水电

等 

体检费 新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51.58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福利及招

待费等 
新绎七修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129.30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福利费 
北京新绎爱特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    47.57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福利费 
新绎来康（廊坊）体育休闲运动

发展有限公司 

     

3.00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福利费 
恩纽诚服（廊坊）公共服务技术

有限公司 

    

16.30  

新能矿业有限公司 福利费 新奥石墨烯技术有限公司     4.26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电费 新奥光伏能源有限公司 

    8.30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

司 

采 购 商

品 

加油费 
廊坊市天然气有限公司新奥加

油加气站 

        

9.28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

司 
燃气费 石家庄新奥车用燃气有限公司 

   0.93  

新能能源有限公司 车辆 
河北威远亨迪生物化工有限公

司    2.33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接 受 服

务 及 劳

务 

机票、签

证等旅行

服务 

廊坊市绎达国际旅行社有限公

司 
 81.89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培训 新奥（中国）燃气投资有限公司    90.39  

新地能源工程技术有限公 技术服务 新智能源系统控制有限责任公     1.90  



司 司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

司 

危险废弃

物处理 
黄骅新智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137.02  

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

司 

危险废弃

物处理 
石家庄新奥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73.66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捐赠 捐赠 新奥公益慈善基金会 1,465.00  

合计 2,528.96  

注：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通过新奥慈善基金会捐赠1,465万元，用于向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医疗、和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公益性；向遭受自然灾害或者国家确认的“老、

少、边、穷”等地区以及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和个人提供的用于生产、生活救济、救助的捐

赠；以及出于弘扬人道主义目的或者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福利事业的其他捐

赠。 

（二）关联方概况 

关联方名称 主营业务 住所 
法 定 代

表人 
经济性质 

注 册 资 本

（万元） 

石家庄新奥

燃气有限公

司 

生产燃气(燃气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12 月 12 日)、燃气设备及用具,燃气设

备的设计、安装和维修;销售自产产品;

厨房设备、采暖设备、家用电器、水净化

设备、空气净化设备的销售、安装、配送、

维修服务;五金产品、工艺品销售;汽车租

赁、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燃气

设备检测服务;热力生产和供应。 

石家庄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

区黄河大道 

杨宇 

有限责任公

司 (中外合

资) 

30,000.00 

新绎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健康管理、诊疗服务、健康咨询、保健知

识宣传与培训（学历教育除外）、企业管

理信息咨询；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及

保健食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文化教育

交流咨询及培训服务（中介及学历教育除

外）； 休闲健身活动；文体用品、图书、

音像制品、乐器的销售；表演；日用百货、

工艺礼品、服装服饰、食品、文体用品的

研发、生产及销售。 

廊坊开发区金

源道艾力枫社

中区 

金永生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的 法 人 独

资） 

5,000.00 

新绎七修酒

店管理有限

公司 

文化娱乐项目(凭许可证经营);物业管理

(凭资质经营);拓展与培训(学历教育除

外);体育用品、日用百货、日用化学品、

工艺美术品、服装鞋帽的批发、零售;会

议及展览展示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以下

另设分支经营:住宿、正餐(含凉菜);高尔

夫球场、游泳馆、网球场、乒乓球馆、台

球馆、健身房的经营与管理;洗浴;卷烟、

酒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日用化

妆品的零售;美容美体、足疗、按摩。 

廊坊开发区友

谊路 
金永生 

有限责任公

司 (自然人

投 资 或 控

股) 

5,000.00 



北京新绎爱

特艺术发展

有限公司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文艺

创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产品设计;企业

管理咨询;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

软件设计;计算机系统服务;电脑图文设

计、制作;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工艺

美术品、机械设备、文具用品、体育用品、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电子产品、家具、

玩具、五金交电、建材、珠宝首饰、日用

品、箱包、化妆品、厨房及卫生间用具(不

从事实体店铺经营)、珠宝首饰、金银制

品(不含银币);销售食品。 

北京市朝阳区

高碑店乡八里

庄村陈家林 9

号院(华腾世纪

总部公园)项目

5 号楼 1 单元 4

层 401、402、

403 室 

金永生 

有限责任公

司 (自然人

投 资 或 控

股) 

1,000.00 

新绎来康（廊

坊）体育休闲

运动发展有

限公司 

体育运动园区及运动公园基础设施开发、

建设与运营；足球运动公园管理与运营；

高尔夫球场、游泳馆、网球场、乒乓球馆、

台球馆、桥牌馆、围棋馆、健身房的经营

与管理；住宿、餐饮；体育用品、日用百

货、日用化学品、工艺美术品、服装鞋帽

的批发、零售；卷烟、酒零售；戏水、戏

雪乐园经营与管理。 

河北省廊坊市

经济技术开发

区金源道艾力

枫社中区 

王轶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

投资或控股

的 法 人 独

资） 

1,000.00 

恩纽诚服（廊

坊）公共服务

技术有限公

司 

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

和存储服务；提供人力资源服务、居民日

常服务及其他生活服务；居民、家庭和企

业用户天然气、自来水、电力、热力使用

过程中的维修和管理及代理缴费服务；电

子产品、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电暖维修；

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施工；家政服务；燃

气设备、取暖设备、家具、家用电器、厨

房用具及配件销售，提供上述产品的安

装、维修、清洁、保养服务。 

廊坊开发区华

祥 路 0339 丘

（ 118号） 403

室 

王子峥 
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0 

新奥石墨烯

技术有限公

司 

石墨烯及其制品(石墨烯电热产品、锂电

电极材料、橡塑复合材料、导电浆料)的

制造、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产品销售。 

河北省廊坊市

经济技术开发

区华祥路东、鸿

润道北 

张叶生 
有限责任公

司 
8,000.00 

新奥光伏能

源有限公司 

开发、设计、制造、安装太阳能光伏电池

相关产品及设备,提供太阳能离、并网发

电和输送解决方案,销售本公司自产产

品,并提供相关的售后服务。 

河北省廊坊经

济技术开发区

华祥路 106 号 

张叶生 

有限责任公

司 (台港澳

与 境 内 合

资) 

7000 万美元 

廊坊市天然

气有限公司

新奥加油加

气站 

零售：汽油（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2018年3月19日）、柴油、车用燃气、

润滑油。 

廊坊开发区耀

华道19号 
杨钧 

有限责任公

司 分 公 司

(自然人投

资或控股) 

 

石家庄新奥

车用燃气有

燃气汽车加气站（压缩天然气的零售）（有

效期至2021年12月30日），车用燃气技术

石家庄市裕华

区青园街275号 
韩继深 

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 
100.00 



限公司 研发咨询，车用气瓶的安装，预包装食品，

机油销售（以上全部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危险货物运输（2类1项）（有效期

至2020年2月14日），天然气销售，压缩

天然气趸售，售电，充电桩安装，汽车配

件、机械设备配件销售，设备维修，设备

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汽车维修。 

河北威远亨

迪生物化工

有限公司 

生产四氟苯甲酸、四氟苯甲酸乙酯、医药

中间体及细胞生长肽生物化工产品,销售

自产产品。 

石家庄高新区

黄河大道 186

号 

祁同生 
其他有限责

任公司 
3,488.00 

廊坊市绎达

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 

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业务(凭许可证经

营);国内航线除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

线外的航空客运销售代理业务;国际航线

或者香港、澳门、台湾地区航线的航空客

运销售代理业务(资质认可证书有效期至

2019 年 9 月 8 日);会议、会展服务;旅游

信息咨询;工艺美术品销售;酒店代订。 

河北省廊坊市

新世纪步行街

第五大街精品

廊 2#C3 号 

鞠喜林 
有限责任公

司 
1,700.00 

新奥（中国）

燃气投资有

限公司 

对城市燃气供应、电力供应、自来水供应

及其他城市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物资

采购与销售等。 

北京市通州区

经海五路 1 号

院 38 号楼四层

5-101 

王玉锁 

有限责任公

司 (外国法

人独资) 

23177.81 万

美元 

新智能源系

统控制有限

责任公司 

能源站控制系统、楼宇弱电系统、智能控

制系统、能源管理系统、SCADA系统的研

发；中低压电气设备和元件、变压器等各

类仪器仪表的研发；以及上述系统、产品

的批发及相关售后服务；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技术培训和佣金代理（拍卖除外）；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涉

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北京市通州区

中关村科技园

区通州园光机

电一体化产业

基地政府路2号

046室 

刘敏 

有限责任公

司 (中外合

资) 

5,000.00 

黄骅新智环

保技术有限

公司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环境保护工

程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保

设备制造、销售;蒸汽生产、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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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沧州市

黄骅市常郭镇

前王桥村 

杨宇 

有限责任公

司 (自然人

投 资 或 控

股) 

3,000.00 

石家庄新奥

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环境保护工程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及相关配套服务;环保项目的运营

管理;危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凭许可

证经营,有效期至 2023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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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石家庄循

环化工园区化

工北路 9 号 

杨宇 
有限责任公

司 
31,600.06 

新奥公益慈

善基金会 

倡导环保意识，投资公益环保项目；在贫

困地区新建校舍、改善教育设施、资助优

秀贫困学生和教师；扶贫济困等符合基金

河北省廊坊市

广阳区开发区

华祥路鸿润道

韩瑞改  200.00 



会宗旨的各类公益慈善活动；联络热心公

益事业的国内外团体和个人，呼吁更多人

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共同探索发展民间公

益事业的途径和方法。 

新奥集团 

上述关联方均属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暨董事长王玉锁先生控制的企业，因此公

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与其发生的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进行，上述与日常经营相关的

商品和服务采购关联交易定价均符合可相应参照的市场价格。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王玉锁先生、张叶生先生及王

子峥先生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最终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

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所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

董事意见如下： 

本次公司下属子公司新威远拟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石墨烯材料公司进行增资。该投资行为是基于盘活新威远现有闲置土地资源，同

时考虑石墨烯产品应用领域广泛，市场潜力巨大，未来具有良好的应用和发展前

景。其他累计发生关联交易亦是为了满足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公司可充分利用

关联方已有资源，提高经营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在审议上述事项时，

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此事项的审议程序合法有效，符合《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新威远向关联方增资的关联交易是基于盘活新威远现有闲置土地资源；同时

考虑石墨烯产品应用领域广泛，市场潜力巨大，未来具有良好的应用和发展前景，

因此对石墨烯材料公司进行投资。 

其他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必要需求，公司通

过上述交易可充分利用关联方已有资源，提高经营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成本。 

公司子公司向关联方增资，作为出资方式的土地使用权价值有相应可参考的



评估价格，同时相关与日常经营相关的商品和服务采购关联交易均参照交易当地

的市场价格进行结算，定价公允合理。所以，上述关联交易未损害非关联方股东

的利益，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主营业务未因此类交易

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

生负面影响。 

 

特此公告。 

 

 

 

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