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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编写。 

2、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

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情况。截至本

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

方式在冰轮环境拥有权益。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

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权益变动已获烟台市人民政府批准。 

5、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

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权益变动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申报文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

该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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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冰轮环境、上市公司 指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国丰投

资 
指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冰轮集团 指 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烟台市国资委 指 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权

划转 
指 

权益变动方通过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取得冰轮集团 52%股权

导致间接持有冰轮集团下属上市公司冰轮环境股份的交易事项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 

A 股、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 



5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 267 号 

法定代表人：张明 

注册资本：22,000 万元 

实收资本：22,000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600684822338G 

经营范围：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股）权的经营管理；政府战略性投资、产

业投资等项目的融资、投资与经营管理；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产权、股权进行资本

运营（包括权益变动、重组整合和出让等）；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它创业投资企业

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

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构；投融资服务业务；投融资咨询业务；市国资委

授权的其它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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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2009 年 2 月 12 日至 2059 年 2 月 12 日 

通讯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 267 号 

邮政编码：264000 

股东名称：烟台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联系电话：0535-6606831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产权及控制关系 

（一）股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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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丰投资于 2009 年 2 月 12 日设立。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国丰投资的注册资

本为 22,000 万元，为国有独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其股权结构表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占注册资本 

烟台市国资委 22,000.00 100.00% 

合计 22,000.00 100.00% 

国丰投资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国丰投资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烟台市国资委。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是烟台市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股）权的经营管理；

政府战略性投资、产业投资等项目的融资、投资与经营管理；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

产权、股权进行资本运营（包括权益变动、重组整合和出让等）。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状况 

国丰投资最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及相关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6/12/31 2015/12/31 2014/12/31 

总资产 311,085.40 291,786.13 296,021.82 

净资产 36,917.98 9,079.04 13,315.72 

资产负债率 88.13% 96.89% 95.50% 

项目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2014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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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 - - 

主营业务收入 - - - 

净利润 3,363.11 -4,236.69 746.18 

净资产收益率 9.11% -46.66% 5.60%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诉讼、仲裁及受处罚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不存在受到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信息 

序 

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国籍 职务 

长期 

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 

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1 张明 379002197302****** 中国 董事长 烟台 否 

2 李志云 370602196403****** 中国 总经理 烟台 否 

3 于琳琳 370602197705****** 中国 董事 烟台 否 

4 于淑燕 370602197908****** 中国 董事 烟台 否 

5 樊玮 370602197604****** 中国 董事 烟台 否 

6 张昕 210302198509****** 中国 董事 烟台 否 

7 高鹏 370602198807****** 中国 董事 烟台 否 

8 李尧 370602198808****** 中国 董事 烟台 否 

9 孙慧君 370602196604****** 中国 监事 烟台 否 

10 张彤 370602197504****** 中国 监事 烟台 否 

11 王月升 370602197202****** 中国 监事 烟台 否 

12 李勇呈 370602198911****** 中国 监事 烟台 否 

13 张翔 370602198906****** 中国 监事 烟台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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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

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

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国丰投资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

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

股份有限公司 
68,546.40 

国丰投资持有烟台张

裕集团有限公司 12%

的股份，烟台张裕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上市

公司 50.40%的股份。 

葡萄酒酿造、保

健酒与中成药研

制开发、粮食白

酒与酒精加工 

2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73,401.28 

国丰投资持有万华实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9.497%的股份，万华

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上市公司

47.92%的股份。 

安全生产许可证

范围内危险化学

品的生产，铁路

专用线经营，聚

氨酯及助剂、异

氰酸酯及衍生产

品的开发、技术

服务 

3 
烟台泰和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 
61,083.36 

国丰投资持有烟台泰

和新材集团有限公司

51%的股份，烟台泰

和新材料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上市公司

35.5%的股份 

氨纶、芳纶系列

产品的制造、销

售、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和服务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有无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国丰投资不存在在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

等其他金融机构持股 5%以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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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权益变动决定及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系国有股权划转引致的，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的相关指导意见，为了建立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监管模式而实施，有利于推

进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转变，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 

    二、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未来十二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或者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本次权益变动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具体

时间 

1、2017 年 10 月 27 日，烟台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改建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烟政字[2017]96 号），同意将冰轮集团

国有股权划转国丰投资，作为国家资本投入。 

2、2017 年 12 月 22 日，烟台市国资委出具《关于无偿划转国有股权的通知》（烟

国资[2017]95 号），决定将冰轮集团 52%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国丰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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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的基本情况 

冰轮集团为冰轮环境的控股股东，直接持有冰轮环境 190,337,929 股 A 股流通股

股份，占冰轮环境总股本的 29.15%。烟台市国资委持有冰轮集团 52%的股份，为冰

轮环境的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如下图所示： 

 

本次权益变动前，国丰投资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冰轮环境的股份。 

二、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17 年 10 月 27 日，烟台市人民政府出具《关于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改

建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有关事项的批复》（烟政字[2017]96 号），同意将冰轮集团集

团有限公司国有股权划转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作为国家资本投入。 

2017 年 12 月 22 日，烟台市国资委出具《关于无偿划转国有股权的通知》（烟国

资[2017]95 号），决定将冰轮集团 52%的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 

本次股权划转完成后，冰轮环境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保持不变。股权结构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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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协议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相关协议。 

四、本次划转股权的权利限制情况 

除冰轮集团以所持冰轮环境 95,100,000 股份进行质押外，本次股权划出方烟台

市国资委持有的冰轮集团 52%股权不存在设置任何质押等担保物权及其他权利受限

制情形，也不存在任何司法冻结、扣押以及可能引致诉讼或潜在纠纷的情形，股权

权属真实、合法、完整。 

五、冰轮集团 48%股权的持有人结构图 

    冰轮集团 48%股权的持有人是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其股权结构图如下： 

          
    【注 1】合弘投资股东中占比 9.99%者 1 人，占比 7.24%者 5 人，占比 2%-3%者 7 人，占比

1%-2%者 7 人，占比 1%以下者 80 人。 

     其中上市公司董监高出资情况： 

姓名 职务 占合弘投资比例（%） 

李增群 董事长 7.24 

王强 董事、总裁 2.92 

卢绍宾 董事、副总裁 2.46 

董大文 监事会主席 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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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静 监事 0.56 

于志强 副总裁、总工程师 1.46 

葛运江 副总裁 1.46 

舒建国 副总裁 1.46 

焦玉学 副总裁 1.32 

孙秀欣 董事会秘书 1.72 

吴利利 财务负责人 0.73 

 

    【注 2】烟台远弘实业有限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占远弘实业比例（%） 

烟台合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0.36 

王旭光 6.25 

王瑛 6.20 

娄江波 6.05 

姜福民 5.86 

卢绍宾* 5.75 

焦玉学* 5.42 

于得水 5.41 

徐从顺 4.92 

高维丽 3.78 

合计 100.00 

        其中：上市公司董监高有董事副总裁卢绍宾、副总裁焦玉学 

 

第五节 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涉及资金支付。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目前，国丰投资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

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二、目前，国丰投资无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

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对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

划；  

三、目前，国丰投资无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包括

更改董事会中董事的人数和任期、改选董事的计划或建议、更换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计划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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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目前，国丰投资无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

改的计划； 

五、目前，国丰投资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六、目前，国丰投资无重大改变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计划； 

七、目前，国丰投资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冰轮集团、实际控制人-烟台市国

资委未发生变更，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及占比不变。 

国丰投资与上市公司之间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具有独立

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二、国丰投资作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业务之间不

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的同业竞争，不存在关联交易。 

 

第八节 前 24 个月内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无 

 

第九节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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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正在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

计 2016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审计完毕将尽快披露。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2017年 1-9月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资产负债表 

 

   2017年 9 月 30 日    

  编制单位：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

权益 
 年初余额   期末余额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30,893,364.53   800,153.51  短期借款     

交易性金融资产  26,692,421.16   26,692,421.16  
交易性金融负

债 
    

应收票据     应付票据     

应收账款     应付账款     

预付款项     预收款项     

应收利息    -    应付职工薪酬     

应收股利     应交税费  22,251.82   171,754.24  

其他应收款 2,746,436,065.00  2,923,586,065.00  应付利息     

存货     应付股利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资产 
    其他应付款  ,955,027,465.00  3,344,027,465.00  

其他流动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资产合计 2,804,021,850.69   ,951,078,639.67  流动负债合计  ,955,049,716.82   ,344,199,219.24  

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负债：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长期借款     

持有至到期投资  5,512,000.00   390,000.00  应付债券     

长期应收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股权投资  307,122,095.69  552,122,095.69  专项应付款     

投资性房地产     预计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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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  1,787,731.70   1,787,731.70  
递延所得税负

债 
 37,624,800.00   37,624,800.00  

减：累计折旧  1,649,208.91   1,690,129.88  
其他非流动负

债 
    

固定资产净值  138,522.79   97,601.82  
非流动负债合

计 
 37,624,800.00   37,624,800.00  

减：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 
    负债合计 2,992,674,516.82  3,381,824,019.24  

固定资产净额  138,522.79   97,601.82        

在建工程     

所有者权益

（或股东权

益）： 

    

工程物资     
实收资本（或

股本） 
 220,000,000.00   220,000,000.00  

固定资产清理     资本公积  -106,877,904.31   -106,877,904.31  

生产性生物资产     减：库存股     

无形资产     专项储备     

无形资产     盈余公积     

商誉     未分配利润  10,997,856.66   8,742,222.25  

长期待摊费用     
所有者权益合

计 
 124,119,952.35   121,864,317.94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312,772,618.48   552,609,697.51        

资产总计 3,116,794,469.17  3,503,688,337.18  
负债和所有

者权益总计 
3,116,794,469.17  3,503,688,337.18  

 

利润表 

编制单位：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17年 9 月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本期数 本年累计数 

一、营业收入 
                -     

减：营业成本 
                -    

    税金及附加 
          3,332.17          28,522.63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28,103.25         297,68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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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费用 
      2,747,039.27       4,229,465.10  

    资产减值损失 
                -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投资收益（亏损以“－”号填列） 
          5,079.60         301,981.91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73,395.09      -4,253,693.79  

加：营业外收入 
             740.03  

减：营业外支出 
                -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    

三、利润总额（亏损以“－”号填列） 
     -2,773,395.09      -4,252,953.76  

减：所得税费用 
                -    

四、净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2,773,395.09      -4,252,953.76  

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    

五、可供分配的利润 
     -2,773,395.09      -4,252,953.76  

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    

六、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2,773,395.09      -4,252,953.76  

减：应付利润   
              -    

七、年末未分配利润 
     -2,773,395.09      -4,252,953.76  

         

       现金流量表 

 单位：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日期：2017-09-01 -- 2017-09-30 

现金流量表项 本年累计数 本月数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093,211.02 -1,439,077.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43,823,453.68 -15,561.5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入小计 145,131,277.08 1,487.03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45,131,277.08 1,487.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出小计 1,307,823.40 17,048.6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235,237.96 12,540.99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072,585.44 4,50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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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409,009,136.93 2,207,928.6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入小计 148,284,683.40 9,161,234.05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3,52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225,475.04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48,055,688.36 9,161,234.05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出小计 557,293,820.33 6,953,305.39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0.00   

           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45,003,52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2,290,300.33 6,953,305.39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35,092,472.23 -3,631,444.4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入小计 245,000,000.00 0.00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0.00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5,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现金流出小计 9,907,527.77 3,631,444.44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0.00   

             分配股利、利润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9,907,527.77 3,631,444.44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00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0,093,211.02 -1,439,077.37 

        现金的期末余额 800,153.51 800,153.51 

        减：现金的期初余额 30,893,364.53 2,239,230.88 

        现金等价物的期末余额     

        减：现金等价物的期初余额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本报告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无其他

为避免对本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能够按照《收

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对上市公司后续发展计划可行性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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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不存在同业竞争、关联交易的说明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核心业务核心企业及持股 5%以上上市公司等有关情况

的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七、烟台市国资委烟国资[2017]95 号《关于无偿划转国有股权的通知》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能够按照《收购

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的说明 

九、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上述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和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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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之签署页） 

 

 

 

 

 

烟台国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张  明     

 

2018 年 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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