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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其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浙江盾安人工环境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或“盾安环境”）出具的相关说

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招商证券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

源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招商证券书面许可，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用途，投资

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发行人债券基本情况 

债券简称 存续规模 起息日 到期日 票面利率 债券偿还情况 其他 

17盾安01 5.00亿元 2017.5.24 2020.5.24 6.80% 尚未到期 无 

18盾安01 1.00亿元 2018.3.21 2021.3.21 7.30% 尚未到期 无 

公司债券上市或转让的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上述债券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

并拥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A股证券

账户的合格机构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合格

投资者中的个人投资者及公众投资者不得参与发行认购。 

二、重大事项 

（一）发行人签订征收补偿协议事项 

根据盾安环境 2018 年 12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8-105）： 

“一、征收事项概述 

1、2018 年 8 月 11 日，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盾安环境”）披露了《关于政府对房屋建筑物等征收补偿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6）。根据《诸暨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等企

业涉及国有土地上房屋实施征收的决定》（诸政发<2018>45 号）及《诸暨市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公告》（诸房征告字<2018>03 号），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司与

诸暨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诸暨市店口镇人民政府、浙江临杭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

《诸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以下简称“征收协议”），根据征

收协议，本次征收补偿金额总计为人民币 1,225,400,432 元。 

2、本次征收补偿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征收补偿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征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诸暨市房屋征收办公室（征收人） 

诸暨市店口镇人民政府（征收实施单位） 



浙江临杭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单位） 

乙方：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12 月 7 日，公司作为乙方与甲方诸暨市房屋征收办公室、诸暨市店

口镇人民政府、浙江临杭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诸暨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

安置协议》,征收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房屋征收依据 

甲方因规划实施需要，根据诸暨市人民政府诸房征告字（2018）03 号公告

规定，实施房屋征收。乙方所有的房屋及附属物属于公告的征收范围，并按报经

市政府第 15 次常务会议批准的《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房屋征收补偿

及资产处置方案》实施补偿。 

2、乙方被征收房地产的基本情况 

乙方服从城市建设需要，同意将坐落在店口镇中央路 1 号、中央路 196 号规

划征收红线范围内的房屋交由甲方实施征收：其中 

（1）禾田厂区房屋所有权证载建筑面积 78,483.82m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认定合法建筑面积 37,310.08m2，经浙江博慧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实测其它房

屋建筑面积 10,625.68m2，对应地块为诸暨国用（2011）第 90700518 号，证载面

积 157,379.33m2（约 236.07 亩），公共退让用地 12,783.67m2（约 19.1755 亩），

土地性质为工业出让用地。 

（2）机电厂区房屋所有权证载建筑面积 67,378.76m2，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认定合法建筑面积 21,231.27m2，经浙江博慧土地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实测其它房

屋建筑面积 16,912.85m2，对应地块为诸暨国用（2011）第 90700517 号，证载面

积 94,290m2（约 141.43 亩），对应地块为诸暨国用（2011）第 90700519 号，证

载面积 56,588m2（约 84.88 亩），土地性质为工业出让用地。 

3、被征收房地产的价格结算与补偿 

乙方同意和自愿选择被征收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实行货币补偿安置，甲方按被

征收房屋的评估价格再加 15%的货币补助计 302,531,256 元，被征收土地的评估



价格再加 15%的货币补助计 345,633,531 元。以上房屋、土地合计货币补偿为 64

8,164,787 元。 

4、其他补偿 

（1）附属物、装潢及苗木补偿金额 68,921,042 元；机器设备补偿金额 392,

858,531 元，其中：生产机器设备根据账面使用年限按重置成本价评估，在企业

搬迁期限 30 个月到期后按上述评估补偿的价值由企业回购，同时在规定的 30

个月搬迁期限内按回购总额的 6.5%计 2,554 万元/年由乙方向甲方（出资单位）

支付设备租赁使用费。 

（2）乙方应在征收补偿方案经市政府批准后 5 日内签订征收补偿安置协议；

由于房屋、土地征收后乙方实际暂不搬迁，甲方经批准后同意支付签约奖金 91,

981,769 元；乙方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月内搬迁腾空房屋，如到期未搬迁，

自逾期之月按总补偿资金的 6.5%（机械设备除外）计 5,412 万元/年向甲方（出

资单位）缴纳房屋、土地租赁使用费。 

（3）退让公共用地面积补助 8,724,855 元。 

（4）合法土地内未批建筑补偿 14,749,448 元。 

5、补偿资金支付 

在本征收协议生效且经征收实施单位核验后，出资单位凭核验证明、乙方贷

款银行函告单、乙方营业执照、印章、房屋土地权属证书和其他需要提供的凭证

后将补偿金额 1,225,400,432 元支付给乙方。 

6、协议生效条件 

本征收协议在乙方履行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后生效。本协议生效后，乙方应

在 2019 年 2 月 28 日前协助浙江临杭投资有限公司、诸暨市店口镇人民政府办理

房屋、土地权属注销及资产清点移交手续，并保证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否则乙

方承担法律责任。 

7、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约定后签订补充协议。 

二、本次征收对公司的影响 



1、目前公司及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公司约定在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月

内搬迁腾空房屋，如到期未搬迁需向浙江临杭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单位）缴纳房

屋、土地租赁使用费；公司机器设备在搬迁期限 30 个月到期后按上述评估补偿

的价值由企业回购，同时在规定的 30 个月搬迁期限内向浙江临杭投资有限公司

(出资单位)支付设备租赁使用费。租赁期满后如需搬迁，有一定的期限作为生产

过渡期，并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完成搬迁工作，故本次征收事项

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 

2、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本次征收补偿事项进行相应的会计处

理。预计本次征收补偿事项将对公司未来财务指标产生积极影响，具体影响金额

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为准。公司将密切关注征收补偿情况，及时履行审批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盾安环境 2018 年 12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9）： 

“1、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签订

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预计本次征收补偿事

项不会对公司 2018 年度利润产生影响，可能会对 2018 年末预收账款、短期借款

科目产生影响；预计对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影响额为 4.5 亿元—5.8 亿元，并相应

影响其他财务指标。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对本次征收补偿事项进行相

应的会计处理，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论为准。” 

（二）发行人签署资产转让框架性协议事项 

根据盾安环境 2018 年 12 月 12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资产转让框架性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1）： 

“一、交易概述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或“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与交易对方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发能源”）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公司拟向水发能源出售公司全资子公司-盾安(天津)节

能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节能”）的主要资产和业务。本次交易的具体

资产范围根据尽职调查及双方商谈确定。 

上述股权转让事宜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尽职调查工作，交易标的在本

次交易前均为公司子公司或公司具备控制权的资产。本协议的签署不涉及关联交

易；根据目前对交易标的规模的判断，暂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的正式履行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经十东路 33399 号 13 层东半区 

4、法定代表人：郑清涛 

5、注册资本：25,2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及电力储备；风力发电、水电发电、生物质发电；

太阳能技术及相关配套产品研发、应用、转让及销售；太阳能应用技术咨询服务；

太阳能发电项目开发、设计、组织建设、维护与经营管理；太阳能发电电子系统

设备研发、制造、销售；电力生产销售；电力业务相关的技术服务、科技开发、

信息咨询；储能技术设备和材料的研发、制造、销售；光伏农业、光伏林业、光

伏牧业、光伏渔业项目开发、组织建设与经营管理；分布式光伏项目开发、组织

建设及经营管理；能源智能化经营管理；化工产品、石油制品（以上项目不含危

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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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盾安(天津)节能系统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3、住所：华苑产业区梅苑路 6 号海泰大厦十七层 

4、法定代表人：包先斌 

5、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节能环保技术、新能源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供暖（冷）工程设计、施工、维修；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为用户

提供节能诊断、改造服务；机械设备、五金批发兼零售；煤炭销售；货物和技术

进出口业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热力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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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天津节能总资产为 4,746,996,422.78 元，净资产为

741,836,347.00 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23,888,817.19 元，归属于母公司的

净利润为 35,436,267.48 元。（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天津节能总资产为 4,896,874,724.77 元，净资产为

682,103,249.77 元；2018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526,546,326.49 元，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为-59,733,097.23 元。（未经审计） 

8、关联关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浙江盾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天

津节能 100%的股权。 

四、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相关方 

甲方（资产受让方）：水发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资产转让方）：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交易的具体资产范围根据甲方尽职调查及双方商谈确定；交易方式

将进一步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将基于审计和评估结果为基础，由甲乙双方协商确



定。 

2、保障条款及尽职调查 

甲乙双方保证各自为依照中国法律设定并有效存续的，具有按其营业执照进

行正常合法经营所需的全部有效的政府批文、证件和许可；本意向书签署后，甲

乙双方成立领导小组，对资产转让工作进行指导和协调，拟定工作计划，将甲乙

双方的工作职责进行细分；甲乙双方成立专项工作推进小组，通报沟通信息，协

调解决重大问题；建立双方指定部门或人员间的工作联络机制，根据工作需要不

定期召开工作联系会议；聘请审计、评估、法律等中介机构，推进合作事宜。 

3、保密条款 

除非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法规规定、证券监管部门要求，任何一方不能直

接或间接地披露、使用，或允许其董事、职员、代表、代理、顾问和律师披露或

使用以下保密信息（以下称“保密信息”）： 

（1）本意向协议的存在； 

（2）任何在双方之间关于签订与履行本协议的任何讨论、协议条款、交易

条件或有关本协议项下交易的任何其他信息；  

（3）任何一方在与另一方就本协议项下交易进行协商或履行本协议过程中

获得的关于另一方或其关联企业的任何非公开的信息； 

（4）本意向协议双方的保密义务在下列情形下除外：  

任何保密信息可以披露给任何一方的因参与本协议项下交易而需要知道此

等保密信息的工作人员、代表、代理、顾问或律师等，进行该等披露的前提是，

前述工作人员、代表、代理、顾问和律师等对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如果非因

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保密信息已由第三方披露而进入公共领域，则任何一方不

再对此等保密信息负有保密义务；按法律、法规和/或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已

公开披露的相关信息。 

（5）本意向协议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的终止而终止。 

五、本次框架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计划转让上述交易标的资产业务，有利于整合资源，优化公司资产结构，

全力聚焦发展公司主业，符合公司长远发展规划，符合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 

六、风险提示 

本次协议签署仅为意向性协议，由于该资产转让事项的审计、评估、法律等

尽调工作尚未开展，无法确定本次资产转让的具体交易对价和交易细节，本次交

易最终的交易对价将根据中介机构审计评估结论经各方协商进行确定。本事项已

经公司管理层慎重讨论分析，待相关交易方案细节拟定后，将提交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后签署正式的资产转让协议。本次交易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招商证券作为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的受托管理人，将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

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招商证券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

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签订征收补偿协

议事项及签署资产转让框架性协议事项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公司债券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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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