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2479

证券简称：富春环保

编号：2020-047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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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20年8月3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
限公司的关注函》
（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454 号）
（以下简称“《关注函》”），
公司高度重视并对关注函中提出的问题认真分析整理、全面查核，经公司审慎研
究，现就关注函问题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暨控
制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显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通信集团”）拟向南昌水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天集
团”）转让所持有的你公司 19.94%股份。请公司进一步说明以下问题：
问题一、根据通信集团与水天集团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标的公司（指
你公司）于业绩承诺期间 2020-2022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预计分别为：①2020
年度预计净利润不低于 1.5 亿元；②2020 年度、2021 年度合计预计净利润不低
于 3.5 亿元；③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合计预计净利润不低于 6 亿元。
如累计实现净利润数额超过累计预计净利润数额的 110%，则超过部分的 45%用
于对标的公司经营团队奖励。
1、你公司 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 3 亿元，远高于 2020 年度的预计净利润 1.5
亿元；2017-2019 年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7.69 亿元，高于 2020-2022 年三年累
计的预计净利润 6 亿元。请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开展情况及 2020 年上半年业绩
预计情况，补充说明本次承诺业绩大幅低于历史业绩的原因及合理性，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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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营业务是否预计出现大幅下滑。
回复：
（1）本次承诺业绩大幅低于历史业绩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预计 2020-2022 年累计的净利润低于 2017-2019 年累计实现净利润主要
是考虑了母公司厂区及控股子公司浙江富春环保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材料公司”）未来停产拆迁的影响因素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清园生态”）收到杭州富春湾新城管理委员会《关于启动企业腾退的通知》，
通知根据区政府第 5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杭州富春湾新城 2019 年工业企业
拆迁计划》，明确清园生态将在 2020 年 6 月底前完成腾退工作。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6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拟拆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1）。
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控股股东通信集团与收购方水天集团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时，公司尚未收到关于母公司厂区企业腾退的通知。参照上述杭州富春
湾新城工业企业拆迁计划，母公司厂区、新材料公司与清园生态同在一个工业园
区，也在腾退计划范围内。经过合理判断母公司厂区和新材料公司未来也会停产
拆迁。通信集团与水天集团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在预计 2020-2022 年经营业
绩时考虑了以上事项对母公司、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因
此预计的净利润低于 2017-2019 年三年累计实现净利润。
2020 年 8 月 4 日，公司收到杭州富春湾新城管理委员会《关于启动企业腾
退的通知》，明确 2020 年 8 月上旬政府腾退工作组将进场对母公司厂区的资产
进行清查和评估等工作，并计划在 2020 年 11 月底前就腾退补偿事宜与富春环保
达成一致。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6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母公
司厂区拟拆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46）。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清园生态已全面停产，不再持续经营，目前正在进行资
产清查和评估。母公司厂区和新材料公司具体停产时间将根据杭州富春湾新城管
理委员会的要求另行确定，未来在关停后也将不再持续生产和运行。目前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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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所在园区的造纸企业已根据《杭州富春湾新城 2019 年工业企业拆迁计划》
被陆续腾退，母公司厂区当前仍在高成本运行，主要是承担焚烧处置富阳区生活
垃圾的社会责任。前述三个主体对应的拆迁补偿金额及取得补偿金额的时间还需
要进行资产清查、评估并签订拆迁补偿协议后才能确定。
公司 2017-2019 年合并报表、母公司、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的营业收入和
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合并报表
营业收入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注 1）
母公司
营业收入
净利润（注 2）
清园生态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新材料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母公司、清园生
态和新材料的营业收
入
扣除母公司、清园生
态和新材料的净利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9 年度

合计

332,379.49

301,804.67

411,569.64

1,045,753.80

32,089.36

9,480.12

30,041.02

71,610.50

95,803.57

96,450.89

97,534.91

289,789.37

15,062.99

-12,760.61

10,305.18

12,607.56

46,093.01

37,066.24

28,103.54

111,262.80

5,898.71

1,868.54

1,084.31

8,851.56

75,301.79
1,289.02

55,669.29
929.48

85,144.59
1,029.93

216,115.66
3,248.43

115,181.12

112,618.25

200,786.60

428,585.97

9,838.64

19,442.71

17,621.60

46,902.95

注 1：根据公司 2019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经追溯调整后的财务数据
注 2：母公司的净利润数据系根据公司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母公司净利润扣除当期投资收
益后的金额

公司 2017-2019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根据公司 2019
年度报告数据经追溯调整后）合计为 7.16 亿元。扣除母公司、清园生态、新材
料公司所实现的净利润，公司 2017 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 0.98 亿元、2018 年
为 1.94 亿元，2019 年为 1.76 亿元，合计为 4.69 亿元，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为
33.83%。
本次股份转让时,考虑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承诺 2020 年净利润
不低于 1.5 亿元，略低于 2019 年扣除母公司、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的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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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亿元。承诺 2020-2022 年期间累计实现净利润不低于 6 亿元，该预计净利
润高于 2017-2019 年扣除母公司、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后实现的净利润 4.69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 29.10%，与 2017-2019 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比较，公
司 2020-2022 年期间的业绩承诺具有合理性。
综上，考虑到 2020 年新冠疫情及母公司厂区、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停产
拆迁对上市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方面的影响，公司对 2020-2022 年承诺业
绩比最近三年合并净利润略有下降，但高于扣除母公司、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
后的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与最近三年年均复合增长率接近，业绩承诺具有合理
性。
（2）你公司主营业务是否预计出现大幅下滑
母公司厂区、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停产拆迁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司生产
经营有一定的影响，但该影响是暂时性的，随着公司在江西区域新项目的陆续建
成投产以及公司对外投资力度加大，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逐步增长。

2、请结合前述问题的回复，补充说明以 45%的比例设置业绩超额完成奖励
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请独立董事
和监事发表意见。
回复：
（1）业绩超额完成奖励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公司以 45%的比例设置业绩超额完成奖励安排，主要
考虑以下因素：
①为了保持上市公司核心管理层及业务骨干的稳定，实现上市公司利益与富
春环保管理层利益的一致，提升管理经营积极性，从而保障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
的利益最大化。
②母公司厂区、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面临腾退拆迁，公司管理层面临腾退
拆迁补偿谈判、员工安置、资产处置等较为繁重的工作。
③公司管理层还需考虑母公司厂区、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腾退后，尽快扭
转腾退拆迁带来的不利局面，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尽快努力恢复甚至超过目前的
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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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公司参考目前资本市场类似业绩奖励案例，并结合公司面临的具体工作和
任务，经过多次磋商后确定业绩超额奖励安排，具有合理性。
资本市场类似业绩奖励案例举例如下：
序号

日期

公司简称

证券代码

公告编号

1

2017.10.11

中超控股

002471

2017-069

2

2020.3.30

佐力药业

300181

报告名称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公司
部分股份暨公司控制权拟变
更的提示性公告

设置比例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

2020.4.21

博深股份

002282

2020-022

4

2020.4.27

经纬辉开

300120

2020－46

关于对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
公司管理层实施超额业绩奖
励的公告
关于实施超额业绩奖励的公
告

（2）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通信集团与水天集团就本次股权转让事宜，我们询问了公司相关高级管
理人员，并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公司以45%的比例设
置业绩超额完成奖励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股份转让协议》约定 45%业绩超额完成奖励主要是基于稳定公司
核心管理层及业务骨干考虑，进而实现公司利益与富春环保管理层利益的一致性
稳定公司经营业绩，保障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同时相关业绩超额
奖励条款的设定也是参考目前资本市场类似业绩奖励案例，经过转让双方多次磋
商后最终确定。
2、目前公司母公司厂区、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面临腾退拆迁，作为公司
管理层在面临后续补偿谈判、员工安置、资产处置等较为繁重的工作同时，还需
考虑如何尽快扭转腾退拆迁带来的不利局面，提升公司经营业绩，尽快努力恢复
甚至超过目前的经营水平，承担着较大经营压力。
3、公司对经营团队的奖励安排尚需根据届时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则及公司制
度经过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履行相应程序之后方可生效实施。
综上，我们认为通信集团与水天集团就此次《股份转让协议》45%的比例设
置业绩超额完成奖励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未发现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上市公司
利益情形。
（3）监事会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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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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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通信集团与水天集团就《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公司以45%的比例设置业绩
超额完成奖励安排，主要原因在于保持和稳定公司核心管理层及业务骨干的需要，
绑定公司管理层与公司利益，提升管理积极性，从而保障公司及广大中小投资者
利益。
2、《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超额完成奖励是以实现业绩超额完成为前
提，但目前公司管理层尚需考虑到公司母公司厂区、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腾退
拆迁对公司经营业绩影响以及后期如何尽快稳定公司经营业绩，降低腾退拆迁对
公司影响。
3、《股份转让协议》约定的业绩超额完成奖励同时也参考目前资本市场类
似业绩奖励案例，并结合公司面临的具体工作和任务，是经过多次协商所确定的，
同时此类奖励安排已成为市场普遍接受的条款设置，具有合理性。
公司对经营团队的奖励安排根据届时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则及公司制度须需
经过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履行相应程序之后方可生效实施，因此本次业绩超额完成
奖励事项审议程序具有合法合规性，合乎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况和
安排，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情形。

3、请补充说明超额业绩奖励对象——标的公司经营团队的确定依据及具体
范围，是否已有明确的人员名单。
回复：
标的公司经营团队指公司现有的经营团队，其具体范围包括母公司的中高级
管理人员（含高管董事，不包括其他董事和监事）和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因
考虑到人员流动性以及未来水天集团对经营团队的调整，具体的人员名单需要等
到超额业绩奖励兑现时经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才能确定。

4、本次超额业绩奖励的资金来源为上市公司。请你公司补充说明《股份转
让协议》约定的与超额业绩奖励相关的条款是否需经上市公司有权机构审议通
过后方可生效。
回复：
《股份转让协议》是股东之间的条款约定，虽然超额业绩奖励的资金来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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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但针对上市公司业绩奖励事项和具体金额具有不确定性，未来超额业
绩奖励金额的确定需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如果超额业绩奖励涉及的金额
超过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公司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5、请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发展规划，测算协议约定的超额业绩奖励在各个
会计期间对你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水平及比例，说明其影响的会计科目，以及计
算业绩承诺时是否考虑超额业绩奖励对净利润的影响。
回复：
根据通信集团与水天集团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上市公司对业绩承诺期
间即 2020-2022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预计分别为：①2020 年度预计净利润不低
于 1.5 亿元；②2020 年度、2021 年度合计预计净利润不低于 3.5 亿元；③2020
年度、2021 年度、2022 年度合计预计净利润不低于 6 亿元。
考虑到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母公司厂区、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停产
拆迁对公司的影响，结合公司最近几年加大项目并购和新增项目建设，资产负债
率和财务成本增加较快，加上新建项目从开始建设到最终达产并实现盈利尚需时
日，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后，预计 2020-2022 年实际净利润在 2019 年扣除
母公司、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的净利润基础上，每年按 20%的增长率增长。
公司 2019 年扣除母公司、清园生态和新材料公司的净利润为 1.76 亿元，
2020-2022 年每年的预计实际增长率为 20%，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公司承担的超
额奖励以及对净利润的影响如下：
年份

净利润（亿元）

承诺业绩（亿元） 超额奖励（亿元）

占比

2020 年

2.11

1.5

0.21

9.95%

2021 年
2022 年

2.54（注）
3.05（注）

2
2.5

0.15
0.13

5.91%
4.26%

合计

7.70

6

0.49

6.36%

注：2021-2022 年净利润为计提完上年度超额奖励后的净利润

根据上述数据测算结果显示，协议约定的超额业绩奖励在各个会计期间对上
市公司净利润影响不大。
公司各年承诺业绩完成情况需要依据经审计的净利润进行判断。如果当年经
审计确认的净利润超过当期所承诺业绩的 110%，则以经审计确认的净利润减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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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承诺业绩*110%的剩余部分，按 45%计提超额奖励，计提的超额奖励计入下
一年的管理费用。
超额业绩奖励只有在公司超额完成业绩承诺的基础上才会对上市公司合并
报表数据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前提是富春环保未来年度经营成果大于业绩承诺，
客观上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净利润，有利于维护和提高上市公司
股东权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可能性。

问题二、《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若标的公司 2020-2022 年实际实现净利
润累计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通信集团同意以现金向标的公司补偿差额
部分。请通信集团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就业绩补偿事项出具承诺函
并披露。
回复：
通信集团根据《股份转让协议》就其差额补足义务作出如下承诺：标的公司
2020-2022 年实际实现净利润累计数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的 90%，通信集团同意
以现金向标的公司补偿差额部分。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8 月 7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浙江富春江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业绩补偿承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48）。
特此公告。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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