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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2-002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51%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富春环保”）于

2012年1月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收购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现就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州

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港热电”）51%股权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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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发展规划和实际生产经营

需要，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经营业绩，在充分考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

投运后未来业务规模的可扩展性基础上，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拟使

用超募资金人民币27,285万元用于收购东港热电51%股权。  

本次收购不涉及关联交易，亦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募集资金及超募资金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0年8月2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10]1139 

号”文《关于核准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核准，于2010年9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400 万股。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139,32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

净额为133,771.19万元，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2010年9月14日对公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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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10）259号《验

资报告》验证确认。 

2、超募资金使用及当前结存情况 

根据公司200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招股说明书》，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污泥焚烧资源综合利用工程项目，项目投资总额

为39,483万元。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及公司201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审议通过《关于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

资金中的28,600万元偿还银行借款本金,并相应偿还了银行借款利息62.76万元。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及公司201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精密冷轧薄板项目

资产的议案》，同意使用超募资金中的24,500万元收购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

公司精密冷轧薄板项目资产。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及201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

用部分闲置超募资金12,000万元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富春环保已使用超额募集资金合计65,100万元，尚可使用的超额募集资金余

额为29,125.42万元（未含利息）。 

 

二、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为适应公司的战略发展，公司于2012年1月3日与东港热电股东浙江海力集团

有限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公司经审慎研究，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前提下，以公司超募资金27,285万元的价格

收购东港热电51%的股权。公司在此收购之前，不持有东港热电股权。本次收购

完成之后，公司将持有东港热电51%股权，东港热电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2、上述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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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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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审批程序 

公司于2012年1月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以9票同意，0

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

司51%股权的议案》，同意本次收购事项，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

机构对本次收购事项已发表保荐意见。本次收购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能实施资金支付计划。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浙江海力集团有限公司 

2、注册号：330803000005017 

3、住所：衢州市衢江区海力大道1号 

4、法定代表人：江云锋 

5、注册资本：5,000.00 

6、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电力线路紧固件、铁件、其他标准件、钢件、不锈钢件制造，

金属材料销售，经营进出口业务（具体范围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8、股东名称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江海林 4,300.57 86.01% 

江云锋 500.00 10% 

俞锡荣 199.43 3.99% 

合计 5,000.00 100% 

交易对方及交易对方股东，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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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2、注册时间：2004年5月17日 

3、注册号：330803000009368 

4、住所：衢州市衢江区天湖南路45号 

5、法定代表人：江海林 

6、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7、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热力生产和供应（凭资质经营）；粉煤灰生产、

加工和销售。 

9、原股东名称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浙江海力集团有限公司 5100 51% 

浙江海力投资有限公司 4900 49% 

合计 10000 100% 

海力集团和海力投资的实际控制人为江海林。东港热电、其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

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9、标的权属 

本次收购标的为东港热电51%股权，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

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上述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事项、也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措施。 

10、相关财务数据 

天健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2011年9月30日的东港热电

《审计报告》（天健[2011]5026号）。东港热电相关财务数据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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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0 年 2011 年 1-9月 

资产总额 260,653,629.76 265,819,321.59 

负债合计 306,317,810.78 189,931,419.64 

所有者权益合计 -45,664,181.02 75,887,901.95 

营业收入 184,565,223.79 176,359,695.17 

营业利润 -6,483,283.39 27,915,718.79 

净利润 -2,422,081.89 21,552,082.97 

东港热电自 2004 年成立以来因为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由原先的化工产业向

现在的造纸、医药、食品和轻纺等产业方向发展，其中 2009年、2010 年处于亏

损状态，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进行东港热电 2011 年盈利状况有所好转。目前开

发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完成使得东港热电热负荷进一步加大，供热压力将迅速加增

加，现有机组已经不能满足未来日益增长的供热要求，东港热电盈利状况将会明

显增长。 

 11、相关评估情况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 2011 年 9 月 30 日的东港热电

《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1]424号）。东港热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

果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东港热电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

部权益的评估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265,819,321.59元，评估价值 335,400,741.31元，评估增值

69,581,419.72元，增值率为 26.18%； 

负债账面价值 189,931,419.64元，评估价值 189,931,419.64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75,887,901.95 元，评估价值 145,469,321.6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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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增值 69,581,419.72 元，增值率为 91.69%。 

(2)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采用收益法对东港热电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540,688,700.00元。 

(3)两种方法评估结果的比较分析和评估价值的确定 

东港热电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145,469,321.67

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 540,688,700.00元，两者相差 395,219,378.33 元，差

异率为 271.69%。 

差异原因主要为：收益法是根据资产未来预期收益按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换算

成现值来确定的，其评估结果中包括企业的特许经营权、人力资本、管理效率、

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而资产基础法中未考虑上述无形资产的价值。 

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评估中很难考虑公司的特许经营权、人力资本、

管理效率、销售网络等无形资产的价值，且资产基础法以企业单项资产的再取得

成本为出发点，有忽视企业的整体获利能力的可能性；而采用收益法对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时，考虑了各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

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经综合分析，评估人员认为以收益法得出的

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 

同时评估也充分考虑到东港热电所处的开发区产业结构调整已经完成，东港

热电热负荷将进一步加大，供热压力将迅速增加，现有机组已经不能满足未来日

益增长的供热要求等原因。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东港热电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

值。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要条款 

（1）成交金额 

富春环保拟使用超募资金人民币 27,285 万元，收购海力集团所持有的东港

热电 51%股权，从而成为东港热电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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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付方式 

富春环保与海力集团的交易付款方式为：股权转让款分 3期支付： 

第一期付款：股权转让协议自受让方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受

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转让款的 50%，计人民币 13642.50万元； 

第二期付款：东港热电营业执照变更完成后的 7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付转

让款的 30%，计人民币 8185.50万元； 

第三期付款：东港热电其他相关证照变更完成且转让方、受让方和衢州市政

府委托的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签署三方协议后的 7个工作日内，受让方支

付转让款的 20%，计人民币 5457.00万元。 

（3）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各方签字盖章，并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对东港热电的投资定价，参考了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

[2011]424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衢州东

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评估最终采用

收益法评估，东港热电 2011年 9月 30日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54,068.87

万元。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认 100%股权价格为 53,500 万元，51%股权对价为

27,285万元，本次交易的价格确定为 27,285 万元人民币。 

3、收购资金的来源 

本次收购拟使用富春环保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超额募集的资金。 

 

六、涉及收购的其他安排 

1、东港热电于基准日（2011 年 9 月 30 日）前后发生的损益，由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的东港热电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持股比例承担或享有。 

2、收购完成后，公司承诺提供 1300万元借款给东港热电，用于东港热电归

还原开发区委托贷款 600万、借款 700万元，具体还款时间以政府、富春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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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方海力集团三方协议为准。 

3、东港热电已依法取得其他必须之许可及批准以开展其业务，且不存在任

何可能导致前述许可与批准将被撤销的情况。东港热电的临时排污许可证于

2011 年 12 月 30 日到期，正式排污许可证的取得按浙江省环保厅与衢州市环保

局的相关文件确定，海力集团将负责协调环保部门确保东港热电始终合法持有有

效排污许可证。至公告之日东港热电已取得新的临时排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正式排污许可证正在办理中,不会对东港热电正常的生产经营产

生影响。 

 

七、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收购股权的目的 

通过本次收购，旨在为公司实现“拓展循环经济，实现持续发展”的战略发

展奠定坚实基础，使公司在短时期内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确立公司的优势地位。

积极发挥公司资本规模的作用，通过产业链的横向或纵向并购，在技术积累、市

场渠道方面积极整合优质资源，扩大产业规模，丰富产业内涵。为公司实施“异

地复制”的产业发展模式打开局面，为公司实现做大做强的战略发展目标打下坚

实基础，从而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

率。 

2、收购股权对东港热电和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海力集团将持有东港热电51%的股权转让给富春环保，该股权转让

行为不会影响东港热电正常的生产经营相反可以通过发挥双方股东各自优势，进

一步增强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并将为双方股东带来长远的效益。公司将为东港

热电在技术研发、生产管理、资金及渠道拓展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解决其发

展过程中的瓶颈，为未来的高速成长奠定坚实基础。 

公司收购东港热电51%股权后，通过合并财务报表利润将增加，同时公司盈

利水平也将增强。通过股权收购，为公司进一步拓展市场需求面、实现有序扩张

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公司依托资本市场，利用资本优势有针对性地进行行业

内的并购，从而在原有垃圾发电和热电联产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异地复制向外推

广及复制这一绿色、节能、循环经济模式，有效扩大公司的发展空间。能够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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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公司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优势，做好产业链拓展和异地复制的各项工作，

大力推进未来成长性强的项目。 

衢州地区尚无垃圾发电项目，东港热电可以凭借富春环保在垃圾处理方面的

经验及资金实力将这些放错地方的“资源”产生源源不断的效益，为当地实现资

源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收购成功完成后，公司影响力和管理水平都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资本实力

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公司将借助收购东港热电，快速进入浙江周边市场，为公

司整体战略的实施、经济效益的提升和市场的拓展起到重要作用。 

 

八、本次收购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1、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近年来受国际能源价格上涨以及国内煤炭供应紧张的双重影响，国内煤炭价

格呈现上涨趋势。煤炭价格的大幅波动对公司和整个热电行业都造成了较大不利

影响。同时国内煤炭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煤炭产销地区分离，如果出现恶劣天气

等自然灾害，铁路、公路受阻，势必会对电煤的长距离运输带来严重影响。煤炭

运力紧张压力短期内难以改变，不排除在需求旺季出现区域性偏紧的可能。如果

未来煤炭供应继续紧张，价格持续上涨，或者煤炭价格出现大幅波动，将增加存

货对流动资金的占用，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为应对煤炭行业价格波动对东港热电造成的影响，东港热电通过跟踪煤炭价

格适时购煤，调整存货结构、采用节能技术等手段进行成本控制；同时收购后通

过和富春环保现有煤炭资源共享，东港热电可以与富春环保的煤炭供应商签订长

期合作协议，以确保东港热电的煤炭供应。 

2、环境保护风险 

由于热电联产的行业特殊性，其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粉尘、烟气、废

水和噪音等影响。因此热电联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都会受到各级环保部门的严格

监督。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环保法规，依法履行企业的环保义务，对热电联产企业

的生存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若东港热电在 2012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取得正式

排污许可证，海力集团将负责协调环保部门确保东港热电始终合法持有有效排污

许可证。 

东港热电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生产中严格执行国家相关的环境保护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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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对热电联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烟气、废水、废渣和噪音，针对不同的污

染物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治理方法使各项污染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标准，减少了上

述污染物对环境产生二次污染。同时东港热电不断改进技术，致力于降低能源消

耗、减少大气污染，发展循环经济。 

3、管理风险 

目前，东港热电已经培养和积累了一批具有管理经验的核心管理人才和技术

骨干，已建立了较为规范的管理体系。但是随着东港热电二期项目的逐步实施，

东港热电资产规模、人员规模、管理机构都将迅速扩大，组织架构和管理体系亦

将趋于复杂，使东港热电经营决策和风险控制的难度大为增加。东港热电如果不

能顺应新的发展需求，及时调整、完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可能给东港热电的

生产经营造成影响。 

对此公司将完善内部管理结构，提高经营效率，同时完善激励机制，建立人

才培养体系，确保人员稳定发展。 

 

九、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2年1月3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保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2012年1月3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保有限公司51%股权的议案》。 

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51%股权可充分利用异地复制的资源共享优势，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及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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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 

 

十、独立董事意见 

相关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前已经取得我们的事前认可，此交易不属于关

联交易，会议的表决和决议程序合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东港热电 51%股权有助于提高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

公司盈利能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交易定价依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定价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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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公允、合理；超募资金的使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使用超募资金进行此项交易，并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保荐机构意见 

太平洋证券认为：富春环保本次使用超募资金中的27,285万元收购东港热电

51%股权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2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本次超募资金使用有利于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的盈利

水平，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超

募资金使用事项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

关规定。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51%股权的行为

不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也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

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太平洋证券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东港热电51%股权。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超募资金收购衢

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 51%股权和对拟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

司提供财务资助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收购衢州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51%股权和对拟控股子公司衢州东港环

保热电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保荐意见》； 

5、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2011年9月30日的天健

[2011]5026号《审计报告》； 

6、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2011年9月30日的坤元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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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24号《评估报告》； 

7、《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海力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衢州

东港环保热电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