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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13-007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30%股权 

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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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 

1、本次收购存在不确定性，需报浙江省金融办审核批准后方可实施；若未

通过审批，则本交易终止。  

2、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但构成关联交易，且属于风险投资。 

一、关联交易概述 

    1、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受让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信

集团”）持有的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额贷款公司”）30%

的股权。  

2、受让价格：28,099.80万元。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

具的天健审〔2013〕1号《审计报告》，经审计，截至2012年12月31日，小额贷

款公司资产总额949,033,029.72 元，净资产685,144,064.96 元，实现营业收入

115,417,177.23 元，净利润75,970,258.61 元。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

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出具的坤元评报〔2013〕5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本次评估是以评估基准日近期交易案例为基础得到的评

估结论，结果更为客观，故本次评估最终采用市场法，小额贷款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的评估值为98,500万元，增值率为43.77%。另根据2012年1月9日小额贷款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2年度股东红利分配方案，决定发放2012年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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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现金股利4,834万元。调整后小额贷款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93,666万

元，30%股权对价为28,099.80万元，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本次交易的价格确定为

28,099.80万元人民币。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受让完成后，公司将

持有小额贷款公司30%的股权。  

    3、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交易对方为关联法人，本次交易事

项构成关联交易，且属于风险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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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次交易事项已构成关联交易，且属于风险投资，须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吴斌、孙庆炎、郑秀花应回避表决。审议通过

后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

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本次交易事项尚需报浙江省

金融办审核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号：330183000016255 

住所：富阳市东洲街道江滨东大道 138 号 

法定代表人：孙翀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6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330183143715249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精密冷轧薄板、移动电话机、移动通信设备、市

话通信电缆、光缆、电力电缆、无氧铜杆、铜丝、电磁线、电缆交接箱、分线盒、

模块和PE、PVC塑料粒子、通信配套设备及专用电源设备、通信线路器材、光通

信器件及设备制造，销售。一般经营项目：移动通信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和本

企业成员企业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其他

无需报经审批的一切合法项目；含下属分支机构经营范围。（上述经营范围不含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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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主要股东及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3,931.2500 74.8992% 

2   富阳富杭投资有限公司 1,878.3875 10.0989% 

3  张凤歧等30位自然人股东 2,790.3625 15.0019% 

合计 18,600.0000 100.0000% 

孙庆炎、孙翀、孙驰、孙臻分别持有永通控股39.24%、8.92%、3.92%和3.92%

的股份，孙庆炎先生及其子女孙翀先生、孙驰先生、孙臻女士四人合计拥有永通

控股56%的股权。通过上述投资及股权关系，孙庆炎通过控股永通控股间接控制

通信集团，系通信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3、相关财务数据 

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富春江通信集团财务数据如下，总资产

7,303,601,770.47元，净资产3,771,246,749.19元，201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998,016,975.67元，净利润237,407,199.73元。2012年1-9月富春江通信集团

财 务 数 据 （ 未 经 审 计 ） 如 下 ， 总 资 产 9,233,485.080.59 元 ， 净 资 产

4,105,206,873.10元，2012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131,623,510.76元，净利润

293,774,889.50元。 

4、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关联法人为通信集团，通信集团持有富春环保38.46%股

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孙庆炎担任通信集团董事长，郑秀花为通信集团副董事长。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2009年9月23日 

注册号： 330183000050794 

住所：富阳市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2号  

法定代表人：郑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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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在富阳市范围内依法办理各项小额贷款、小企业

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一般经营项目：无。 

2、主要股东及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8,000 30% 

富阳金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6,000 10% 

浙江永泰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000 10% 

浙江正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000 10% 

富阳申能固废环保再生有限公司 6,000 10% 

浙江云森集团有限公司 3,000 5% 

杭州先进凤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00 5% 

浙江蓝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3,000 5% 

富阳众源轻纺有限公司 3,750 6.25% 

杭州迪亿建材有限公司 2,000 3.33% 

杭州富春江富杭线缆有限公司 2,750 4.59% 

盛军亮 500 0.83% 

合计 60,000 100% 

3、标的公司财务状况（经审计） 

 2011年度 2012年度 

总资产（元） 701,342,798.13  949,033,029.72  

净资产（元） 456,101,420.79  685,144,064.96  

营业收入（元） 77,556,308.04 115,417,177.23 

净利润（元） 52,452,985.93 75,970,258.61 

注：本次受让标的为小额贷款公司30%股权，截止评估基准日2012年12月31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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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股东均表示放

弃优先受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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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天健审〔2013〕

1号《审计报告》。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3〕5号《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 

 

四 、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定价政策 

    根据小额贷款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评估值，按比例折算确定。小

额贷款公司不仅具有区域性，而且具有资源的稀缺性，加之小额贷款公司优良的

业绩、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发展前景，本次采用市场价受让是合理的、公允的。  

2、定价依据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3〕5号《浙江富春江环保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涉及的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项目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评估最终

采用市场法评估结果为 98,500 万元作为小额贷款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

另根据 2012 年 1 月 9 日小额贷款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2 年

度股东红利分配方案，决定发放 2012 年股东现金股利 4,834 万元。调整后小额

贷款公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93,666万元，30%股权对价为28,099.80万元，

交易双方充分协商确认本次交易的价格确定为 28,099.80万元人民币。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标的为通信集团所持有小额贷款公司30%的股权（作价人民币

28,099.80万元）。  

    2、附属于股权的其他权利随股权转让而转让。 

    3、价款支付方式：自协议签署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7个工作日内，公司

将转让款的30%以转账方式支付至通信集团指定的账户。余款在完成本次股权转

让的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3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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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评估基准日次日起至本次股权转让的审批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期间

小额贷款公司产生的经营性损益由公司按受让的比例承担和享有。  

    5、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支出款项的资金来自公司自有资金。  

6、通信集团承诺协议中转让给富春环保的股权，其拥有合法、有效和完整

的处分权，没有隐匿资产或债务的情况。同时保证就转让的股权所设置的可能影

响产权转让的任何担保或限制，其已经取得有关权利人的同意或认可。  

 

    六、涉及受让资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交易后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交易后与关联人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3、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本次交易与募集资金说明书所列示的项目无关；  

5、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以及高层人事变动。  

 

    七、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的目的 

当前，我国正积极探索金融体制改革，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继2012年3月

28日国务院设立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之后，同年7月《广东省建设珠江三角

洲金融改革创新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获得国务院批准。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为

小额贷款公司业务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小额贷款公司自2009年9月成立

以来，严格执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办理各项小额贷款，

以服务地区小企业发展为本，审慎经营，择优扶持，稳健发展，效益良好，投资

回报稳定。小额贷款公司不仅具有区域性，而且具有资源的稀缺性。富阳市中小

企业众多，经济发达，中小企业融资需求强大，小额贷款公司在富阳具有良好的

业绩前景和良好的社会形象,具有较大的市场空间。公司本次受让小额贷款公司

30%股权，对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拓宽公司利润来源，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2、存在的风险 

    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状况受到国家宏观经济、货币政策及金融市场运行状况影

响较大。如利率水平持续走低、经济运行低迷、贷款企业经营不善等都会造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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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贷款公司开展业务经营难度增大，盈利水平下降。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价格合理，风险较少，能提高公司的综合价值，有利于企业发展；

本次交易将使用自有资金，会使公司现金流产生一定的净流出，但不会对公司正

常的运营资金产生明显的影响；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小额贷款公司 30%

的股权，不会对公司当前主业的发展构成重大影响。 

4、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小额贷款公司是我国探索金融体制改革而发展的新兴行业，具有区域性、市

场资格准入、业绩好的特点。公司本次受让小贷公司 30%股权，能充分发挥公司

资本和资金的优势，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凭借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中

小企业数量众多、小额贷款市场需求大等有利条件，结合富春环保在当地良好的

信誉和影响力，把小贷公司做大、做强，有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有利

于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和影响力。  

5、本次交易协议签署期间，公司不存在以下行为: 

    （1）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2）十二个月内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3）十二个月内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6、公司承诺在此项投资后的十二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通信集团尚未发生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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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具有健全的内控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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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计划使用的资金仅限于公司的自有资金；该受让事项定

价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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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及依法合规经营造成不

利影响。我们同意《关于受让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30%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此次股权受让事项。 

 

十、监事会意见 

公司以自有资金受让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30%股权对优化公司资

本结构，拓宽公司利润来源，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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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客观、公允、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该事项决策和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我们同意本次交易。 

 

十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28,099.80万元受让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30%股权，定价

公允，公平合理，且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风险较少且可控，能提高公司的综

合价值。公司内控制度健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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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意公司该受让事项。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3、《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受让富阳市永通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 3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受让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公司 30%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审查意见》； 

5、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2013]1号《审计报告》； 

6、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13]5号《评估报告》； 

7、《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关

于富阳市永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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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1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