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格林美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林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

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

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格林美对河南沐桐环保产

业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对外投资及关联交易概述 

鉴于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沐桐”或“目标公司”）的发

展需要，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格林美”）及武汉易思睿环保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思睿环保”）、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武汉回收哥”）拟对河南沐桐增资，其中公司增资 24,000 万元，易思睿环保

增资 3,000 万元，武汉回收哥增资 2,000 万元。公司与易思睿环保、武汉回收哥、

目标公司于 2019年 4月 25日签订了《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

本次增资完成后，河南沐桐的注册资本变更为 41,377.8464 万元，公司持有河南

沐桐股权比例增至 56.3538%，河南沐桐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次增资前，公司下属公司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

限公司持有武汉回收哥 25%股权，公司副总经理宋万祥先生和鲁习金先生担任武

汉回收哥董事；另外，目标公司在本次增资前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且公司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欧阳铭志先生担任河南沐桐的董事。因此，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

关联交易。 

2019 年 4 月 2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

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公司将严格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须经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武汉易思睿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武汉易思睿环保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587962996K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忠 

成立日期：2011 年 12 月 28 日 

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港后台服务中心一期 A3

栋 5 层 02 室 

经营范围：环保工程设计、施工；环保产品研发；环保设备生产、销售、安

装；机械成套设备、水处理设备、水处理剂、仪器仪表、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

险品）、机电产品及配件销售；再生物资的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

（上述经营范围中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许可证在核定期限内经

营） 

与公司关系：公司与易思睿环保无关联关系。 

2、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4724504XP 

注册资本：9,390.3850 万元 

法定代表人：许铭 

成立日期：2015 年 08 月 12 日 

住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 77 号金融港后台服务中心一期 A3

栋 14 层 

经营范围：互联网、计算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环保及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技术研发、技术推广；广告发布；网络平台的

运营管理；货物运输；家政、保洁服务；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

理服务；废旧金属制品、废旧生活用品的回收与批发（含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处理；报废机动车回收；金属材料、家用电器、电子产品、



纺织服装及日用品、体育用品、办公用品、五金、家具及室内装修材料的销售。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公司关系：武汉回收哥为公司参股公司，且公司副总经理宋万祥先生和鲁

习金先生担任武汉回收哥董事，武汉回收哥为公司关联方。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回收哥总资产 94,801,978.34

元，负债总额为 19,652,260.67 元，净资产 75,149,717.67 元，净利润-4,427,377.36

元。 

除本次交易外，自本年年初至本次披露日，公司与武汉回收哥累计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为 226.51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河南沐桐成立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为 19,560.4365

万元人民币，经营范围为：废钢、废五金、废弃电子电器、报废汽车、报废机械

装备、废塑料、废旧电路板、废轮胎、报废轻化工产品（危险品及易制毒品除外）

等再生资源的回收、储运、拆解、处置与销售（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汽车

销售、二手车及其零部件销售、汽车租赁（不含融资租赁）、汽车充电服务；废

旧车用动力蓄电池的收集、贮存、处置与销售；电子商务及其信息咨询、网站建

设及运营服务；废弃物的循环利用与循环再造产品的制造与销售；大气污染治理、

水污染治理、土壤修复改良工程及技术服务；机械成套设备、水处理设备、水处

理剂、污水处理材料及仪器仪表的生产与销售。（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

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除本次交易外，自本年年初至本次披露日，公司与河南沐桐累计发生关联交

易金额为 258.97 万元。 

目标公司处于正常存续状态。 

四、投资协议主要内容 

1、河南沐桐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河南沐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实缴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5,262.2201 26.90% 

2 仙桃市合创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6,249.5595 31.95% 



3 深圳市金长兴投资有限公司 3,220.2726 16.46% 

4 中原康达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1,562.5000 7.99% 

5 河南恒裕环保科技企业（有限合伙） 1,176.0800 6.01% 

6 广州市玺年来贸易有限公司 625.0000 3.20% 

7 武汉天和日益科技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9.8601 3.07% 

8 广东粤科拓思智能装备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29.6900 2.20% 

9 兰考县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16.2361 1.11% 

10 广州市正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79.9581 0.92% 

11 广州市仁浲粤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9.0600 0.20% 

合计 19,560.4365 100% 

参照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同致信德评报字（2019）第

[020001]号《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2018 年 12 月 31 日）评估的目标公司权

益总值为 26,512.7 万元，本协议各方同意以 26,000 万元为本次增资扩股前目标

公司的权益总值，作为本次增资扩股价格的计算依据，相应确定和调整增资扩股

后的各方股权比例。 

本次增资的新增出资总额为 29,000 万元，其中： 

公司以货币出资 24,000 万元，其中 18,055.7875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其

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 

易思睿环保以货币出资 3,000 万元，其中 2,256.9734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

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 

武汉回收哥以货币出资 2,000 万元，其中 1,504.6490 万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

其余部分计入资本公积金。 

本次增资完成后，河南沐桐注册资本变更为 41,377.8464 万元。 

本次增资后河南沐桐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资本（万元） 实缴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23,318.0076 23,318.0076  56.3538% 

2 
仙桃市合创科技企业（有限合

伙） 
6,249.5595  6,249.5595  15.1036% 

3 武汉易思睿环保有限公司 2,256.9734  2,256.9734  5.4545% 

4 
回收哥（武汉）互联网有限公

司 
1,504.6490 1,504.6490  3.6364% 

5 深圳市金长兴投资有限公司 3,220.2726 3,220.2726  7.7826% 



6 中原康达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1,562.5000 1,562.5000 3.7762% 

7 
河南恒裕环保科技企业（有限

合伙） 
1,176.0800 1,176.0800 2.8423% 

8 广州市玺年来贸易有限公司 625.0000 625.0000 1.5105% 

9 
武汉天和日益科技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599.8601 599.8601 1.4497% 

10 
广东粤科拓思智能装备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 
429.6900 429.6900 1.0385% 

11 兰考县工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216.2361 216.2361 0.5226% 

12 广州市正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79.9581 179.9581 0.4349% 

13 
广州市仁浲粤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39.0600 39.0600 0.0944% 

合计 41,377.8464 41,377.8464 100% 

2、河南沐桐最近两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2018 年 

总资产 787,057,028.52 639,336,106.28 

负债总额 548,573,851.49 416,940,650.16 

净资产 238,483,177.03 222,395,456.12 

净利润 1,938,542.92 -16,087,720.91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河南沐桐增资，有利于充分发挥公司与河南沐桐之间的产业协同

效应，整合市场与资源，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规模，通过积极延伸回收处理产业

链来提升电子废弃物拆解业务的整体效益，实现行业精细化处理电子废弃物循环

利用增值模式，更加强化公司在包括动力电池在内的电子废弃物循环利用业务的

市场占有地位，更加巩固公司电子废弃物领域的核心地位，满足公司和行业快速

增长的要求，提高公司在电子废弃物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为河南沐桐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遵循

了市场、公允、合理的原则，有利于优化河南沐桐股权结构，提升河南沐桐整体

盈利水平和竞争力，更好地推动河南沐桐的快速发展。本次关联交易定价体现了



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要求，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经核查：河南沐桐系公司参股公司，本次对河南沐桐进行增资扩股暨关联交

易事项，在充分发挥公司与河南沐桐之间的产业协同效应，整合市场与资源，进

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规模的同时，有利于优化河南沐桐股权结构，促进河南沐桐持

续健康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司股东权益；本次对河南沐桐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各投资方采用统一作价标准对河南沐桐

进行增资，价格公允，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因此，独立董事同

意公司对河南沐桐进行增资。 

七、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河南沐桐环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有利于优

化河南沐桐股权结构，提升河南沐桐整体盈利水平和竞争力，更好地推动河南沐

桐的快速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并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对河南沐桐进行增资。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审阅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董事会文件、独立董事意见、监事会意见、

公司章程等相关文件，保荐机构认为： 

该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正常运

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上述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格林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公司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要求。 

格林美上述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

等有关规定，中信证券同意格林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河南

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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