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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联营企业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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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简述：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海洗霸）同

意参与联营企业上海宝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汇环境或联营企业）计

划实施的如下增资方案：各股东按现有出资比例以现金方式同步对宝汇环境增资，

增资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本次合计增资 10000 万元，其中，上海洗霸

新增出资 4900万元。 

 关联关系及过往交易说明：宝汇环境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董事长王

炜兼任宝汇环境副董事长，公司董事黄明兼任宝汇环境董事，故宝汇环境属于公

司关联法人，本次增资对上海洗霸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宝汇环境最近一年曾与公司发生“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合

计交易金额 84.24万元。 

 本次交易审批程序：相关议案，业经上海洗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

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相关事项业经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书面核准，

尚需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批准。 

 风险提示：本次增资目的是配合宝汇环境出资建设湛江钢铁外排水综合

利用项目，除了增资事项尚待完成前述审批程序外，存在相关项目未能顺利/及

时达产以及经营业绩不及预期、国家或地方政策发生变化等导致投资目的未能顺

利实现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宝汇环境事业发展需要，计划通过股东增资方式筹资建设湛江钢铁外排水

综合利用项目（以下简称目标项目）。 

经与联营企业控股股东宝武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武炭材）沟通，

双方同意对宝汇环境按照如下增资方案增资：各股东按现有出资比例以现金方式

对宝汇环境增资，增资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即上海洗霸、宝武炭材持股

比例分别为 49%、51%；本次合计增资 10000万元，其中，上海洗霸新增出资 4900

万元，宝武炭材新增出资 5100万元。 

本次增资对上海洗霸而言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

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审计报告，宝汇环境最近一年曾与公司

发生“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合计交易金额 84.24 万元。 

2019 年 4 月 1 日，相关事项业经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书面核准，尚

需宝汇环境提交控股股东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批准。 

2019 年 4月 10 日，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业经上海洗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关联交易中上海洗霸出资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

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相关议案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批准。 

二、关联方主要情况 

（一）关联关系介绍 

宝汇环境为公司的联营企业，公司董事长王炜兼任宝汇环境副董事长，公司

董事黄明兼任宝汇环境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

规定，宝汇环境属于公司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人名称：上海宝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3511054022）。 

2.关联人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牡丹江路 1508 号 1幢 106室。 

4.法定代表人：惠文明。 

5.注册资本：1000 万元。 



6.注册时间：2015 年 8月 12日。 

7.经营范围：环境保护设施的投资、咨询、设计、施工、运行、维护；从事

水处理、土壤修复、废气治理和固体废弃物治理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环境保护设备和相关化学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研发、制造（限分支机构经营）、

销售、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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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 

宝武炭材 510万元 51% 货币 510 万元 

上海洗霸 490万元 49% 货币 490 万元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100% -- 1000 万元 

9.近三年经营情况： 

年  份 2018 年 2017 年 2016 年 

营业收入 2575.58 万元 2277.40 万元 87.01 万元 

净利润 118.75 万元 60.40 万元 11.64 万元 

总资产 1802.74 万元 1168.64 万元 1049.97 万元 

净资产 1126.44 万元 1076.89 万元 1016.49 万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96.24 万元 -107.61 万元 -3.69 万元 

资产负债率 37.52% 7.85% 3.19% 

净资产收益率 10.78% 5.77% 1.15% 

备注：上述经营业绩所涉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

法审计确认。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内容为公司向关联法人宝汇环境认购新增出资额（注册资本），

交易对价为每 1元人民币认购 1元新增出资额（注册资本）。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宝汇环境合计新增出资额（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其中，上海洗霸新增出资 4900万元，宝武炭材新增出资 5100万元。增资后各股

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即上海洗霸、宝武炭材持股比例分别为 49%、51%。 

本次增资情况及增资后的宝汇环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 原出资额 
出资

比例 

出资

方式 

本次 

增资额 

增资后 

出资额 

增资后 

出资比例 

宝武炭材 510万元 51% 货币 5100 万元 5610万元 51% 

上海洗霸 490万元 49% 货币 4900 万元 5390万元 49% 

出资总额 1000万元 100% -- 10000 万元 11000万元 100% 

（二）交易所涉其他主体情况 

本次交易主要内容为上海洗霸与宝武炭材作为股东按照原出资比例向宝汇

环境以货币方式同步增资。 

交易所涉其他主体宝武炭材的主要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宝武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3132230684W）。 

2.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宝钢厂区纬三路化工办公楼。 

4.法定代表人：林秀贞。 

5.注册资本：211004 万元。 

6.注册时间：1997 年 5月 19日。 

7.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的生产销售（详见安全生产许可证）；化工、

石墨及炭素新材料、炭纤维、特种炭制品、高纯石墨制品、炭复合材料、锂离子

电池负极材料、聚酯材料及环保科技领域内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市政工程；工业废水处理工程；普通

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加工、维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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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股权结构：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宝武炭材 100%出资额。 

9.近三年经营情况：宝武炭材致力于碳基新材料产业发展，是国内最大的焦

油加工企业，战略产品针状焦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已实现超



高功率石墨电极和负极材料用针状焦的替代进口。2016-2018年，宝武炭材深入

推进专业化整合，炭材料产业的推进取得突破性进展，核心产品针状焦提升品质，

产量销量和利润均创历史新高。 

10.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立信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法审计，

2018年宝武炭材实现销售收入 67亿元，完成利润总额 4.5亿元，净利润 3.6亿

元。年末总资产 56.5 亿元，净资产 44.1亿元。 

（三）关联交易价格说明 

本次交易所涉增资方案适用宝汇环境现有各股东方按照原出资比例以货币

方式同步增资（即现有股东同比例增资），出资对价符合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交易

惯例，符合股东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原则，增资方案交易价格具有较为充分的合

理性。 

四、资金用途及目标项目介绍 

（一）资金用途 

本次新增资金，主要是配合宝汇环境落实其出资建设湛江钢铁外排水综合利

用项目。本次增资合计人民币 10000万元，其中包含向宝汇环境的经营性增资

2000万元、目标项目增资 8000万元。 

（二）目标项目介绍 

根据宝钢工程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制作的《湛江钢铁有限公司外排水综合利用

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目标项目概况如下（相关经济数据已适当取整）： 

1.项目目标 

在湛江钢铁基地内新建一套外排水综合利用工程示范装置，实现废水的资源

化利用，拟建设总处理规模为 5000t/d的浓盐水浓缩提盐零排放工程。 

2.项目要求 

（1）认真执行国家及有关行业规范、规程和标准，自主创新、自主集成；  

（2）设计合理、布置紧凑、减少工程占地，节约基建投资，尽可能利用现

有设施及构筑物，保证系统设计既能满足目前生产的需要，又为将来的技术进步

留有余地； 

（3）优化设备选型，采用节能降耗性型的技术装备，减少动力消耗，提高

废水站国产化程度； 



（4）对“三废”排放量的控制满足国家及广东省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建设规模 

项目废水处理设计规模为 5000m3/d，并预留三高炉项目的 5000m3/d 的用地

范围。  

4.投资计划 

项目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总投资为 10176.04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额为

9453.89万元，铺底流动资金为 216.64万元。 

5.技术经济分析 

本次技术经济分析按新建项目以及不含税价格体系进行测算，根据有关规定，

按照投入产出口径一致的原则进行项目的经济评价。 

项目的工程技术经济指标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数据（万元） 

1 项目总投资 10176.04 

  其中建设规模总投资 9670.53 

1.1 建设投资 9453.89 

1.2 流动资金 722.15 

  其中铺底流动资金 216.64 

2 资金筹措 10176.04 

2.1 项目资本金 10176.04 

3 年均销售收入 5869.68 

4 年均总成本费用 4893.57 

5 年均利润总额 926.12 

6 总投资收益率（%） 9.1 

7 项目投资税前指标   

  财务内部收益率（%） 12.91 

  全部投资回收期（年） 7.67 

8 项目投资税后指标   

  财务内部收益率（%） 10.02 

  全部投资回收期（年） 8.87 

6.建设期和达产期 



项目计划建设期 1年，生产期 15年，建成后即达到设计规模的 100%。 

计划 2019年下半年完成设备安装及单体试车、热负荷试车，项目热负荷试

车 6个月后基本可以达产达效。 

五、关联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增资方案所涉目标项目定位为建设绿色湛江、加快实现联营公司“固废不出

厂、废水零排放、废气超低排”及废水资源化利用的重点环保项目。项目方案中

的反渗透、电渗析、MVR等新工艺技术方案在煤化工废水零排放等行业已经得到

了广泛的运用，项目相关的工艺技术已经在宝武碳材四期焦化酚氰废水站零排放

得到了成功验证。 

公司认可目标项目在技术上、经济上均具有可行性，认同项目实施后将对周

边区域环境污染治理作出贡献、对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创造社会效益具有积极示

范作用。 

公司本次参与增资完全使用自有资金。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宝汇环境的出

资额（股权）比例仍为 49%。公司认为，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

日常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没有不良影

响；与此同时，本次增资所涉目标项目如能顺利实施，可能给公司带来较好投资

收益。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程序 

2019 年 4 月 1 日，本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业经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书面核准，尚需宝汇环境提交控股股东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批准。 

2019 年 4月 10 日，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业经上海洗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需要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联董事王炜先生、

黄明先生于董事会会议审议相关议案时已回避表决。 

待前述双方股东分别完成各自审批程序后，宝汇环境将启动内部决策程序落

实相关议案。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相关议案前，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事前审核

意见：公司对联营企业按照现有股东出资比例进行同步增资的关联交易相关方案

合理合规，相关交易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项交易相关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的表示同意的

独立意见：1.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2.相关议案所涉资金投向符合国家环

保政策，所涉项目技术和经济上都具备可行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3.议案所

涉增资方案适用各股东方按照原出资比例同步增资，出资对价符合市场相关惯例

或交易原则，符合股东利益和风险共享原则，增资方案具有较为充分的合理性，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4.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增资，不会对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2019 年 4 月 10 日，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会议，对本

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形成如下审核意见：1.本次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所涉资金投向

符合国家环保政策，所涉项目技术和经济上都具备可行性，无重大法律政策障碍。

2.议案所涉增资方案适用各股东方按照原出资比例同步增资，符合股东利益和风

险共享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3.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参与本次增资，

不会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其他投资带来不利影响。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财务报表及相关审计报告，宝汇环境最近一年（2018年

度）曾与公司发生“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发生额 

宝汇环境 出售商品（水处理化学品） 84.24万元 

除上述关联交易，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宝汇环境未发生其他交易。 

八、风险提示 

本公告中关于目标项目的技术经济分析等内容，乃是取自相关可研报告中的

初步分析结论，如涉及或可能涉及相关主体或项目未来发展、经营指标等前瞻性

陈述，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增资事项除了尚待完成的股东方各自的审批程序具有一

定的不确定结果外，也存在相关目标项目未能顺利/及时达产以及经营业绩不及

预期、国家或地方政策发生变化等导致投资目的未能顺利实现的风险。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