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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88      证券简称： 龙净环保       公告编号：临 2019-032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德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分期收购

德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长环保”或“标的公司”）99.28%股份，

以获得德长环保旗下乐清市柳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平湖市生态能源 PPP 项目

（以下简称“标的项目”）相关的资产和业务，其他资产和业务予以剥离。本次

收购对标的项目的整体估值为 4.5 亿元，具体收购对价根据各期收购股份比例、

资产剥离情况等进行相应调整。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收购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分期收购长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

气”）、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力西集团”）和自然人陈珍阳（长江

电气、德力西集团、陈珍阳统称“转让方”）所持有的德长环保 99.28%股份，以

获得德长环保旗下乐清市柳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平湖市生态能源 PPP 项目相

关的资产和业务。德长环保所持台州市德长环保有限公司、南阳市德长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清丰县德长环保有限公司股权等非垃圾焚烧发电相关的资产和业务

（以下简称“剥离项目”）由转让方负责剥离，拟剥离价格为 1.82 亿元（剥离项

目 2018 年末净资产扣除向标的公司利润分配后的净资产金额为 1.57 亿元）。 

本次收购对标的项目的整体估值为 4.5 亿元，收购对价在此基础上根据各期

收购股份比例、资产剥离情况等将进行相应调整，收购后入账价值将以交割日的

审计评估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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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分为三期。第一期收购股份比例为 81.57%，对应价款为 40,912.47

万元，于本次收购协议签署后实施；第二期收购股份比例为 12.71%，对应价款

为 6,374.08 万元，于第一期收购股份交割满 6 个月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实施；第

三期收购股份比例为 5%，对应价款为 2,250 万元加年化 6%溢价，于第一期收购

股份交割后满二年至五年期间内实施。 

（三）审议批准程序 

1、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25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收购德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收购德长环保合计

99.28%股份。 

2、本次交易无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交易对手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 1——长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长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蟾河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施中旦 

成立时间：1996 年 8 月 22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1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高低压电器、仪器仪表、电子产品、成套设备、金属材料、化工

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生物工程、化学电源的生产和销售，房地产投

资，实业投资，经营进出口业务。 

控股股东：施冰杰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长江电气资产总额 2.95 亿元，净资产

1.62 亿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7,313.53 万元，净利润 1,479.30 万元。 

除本次交易外，长江电气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二）转让方 2——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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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柳青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胡成中 

成立时间：1991 年 06 月 26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15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配电开关控制设备、低压电器、高压电器、高低压成套电气（设

备）、建筑电器、交通电器、防爆电器、仪器仪表、电线电缆、通信电器及设备、

母线槽、电缆桥架、高速公路护栏、电力金具、服装制造、加工、销售；化工材

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销售；建筑装饰工程设计、施工；对房地产投

资、对旅游业投资；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气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服务、

品牌推广、品牌策划。 

控股股东：胡成中 

财务情况：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德力西集团资产总额 198.06 亿元，净

资产 86.95 亿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31.05 亿元，净利润 12.54 亿元。 

除本次交易外，德力西集团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其他产权、业务、资产、债权

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 

 

（三）转让方 3——陈珍阳 

姓名：陈珍阳 

性别：男 

国籍：中国 

住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黎明街道新世纪花园 D4 幢 408 室 

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德长环保董事、副总经理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德长环保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长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乐清市柳市镇蟾河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施中旦 

成立时间：2003 年 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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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人民币 36,740.00 万元  

经营范围：生活垃圾、农业废弃物的焚烧发电；对环保的投资；环境工程咨

询（编建议书、编可研、编初设、工程设计、投产和管理咨询）；环境污染防治

专项工程设计及其工艺设计；（固废处理、粉尘治理、烟气净化和噪声治理）工

程总承包；环境保护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及环保设备销售；垃圾烧砖；蒸汽销

售。 

（二）德长环保财务情况 

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中汇会审[2019]2042 号），截

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德长环保资产总计 110,575.51 万元，负债合计 53,072.26

万元，净资产合计 57,503.25 万元；201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1,823.61 万元，净

利润 5,465.69 万元。 

（三）德长环保垃圾焚烧业务情况 

乐清市柳市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位于浙江温州乐清市柳市镇，负责乐清市内生

活垃圾处置。目前乐清市常住人口 140 万，2018 年 GDP 为 1,079 亿元，是全国

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项目规划产能 800 吨/天，生活垃圾处理费 105.6

元/吨。项目自 2009 年正式运营，运营期至 2036 年 4 月。 

平湖生态能源 PPP 项目位于浙江嘉兴平湖市独山港镇原金桥村东南角，负

责平湖市内生活及餐厨垃圾处置。目前平湖市常住人口约 70 万，2018 年 GDP

为 694 亿元，是全国县域经济竞争力百强县（市）。该项目包括生活垃圾焚烧（一

期 1,000 吨/日，二期 500 吨/日）、餐厨垃圾预处理、应急填埋场三项内容，生活

垃圾处理费 102 元/吨，合作期 30 年（含 2 年建设期）。目前项目处于在建阶段，

预计 2020 年建成投入运营。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长江电气、德力西集团、陈珍阳签订的《关于收购德长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股份之投资协议》，合同主要条款如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长江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陈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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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的总体安排 

甲方拟向乙方收购标的公司 99.28%的股份。基于标的公司目前的股东持股

情况，本次收购分为三期。 

1、第一期收购 

甲方收购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81.57%的股份（包含乙方目前已经持有以及

第一期交割日前陆续收购的其他股东所持股份），于本协议签署后实施。第一期

收购价款为 40,912.47 万元。 

2、第二期收购 

甲方收购标的公司 12.71%的股份，于第一期交割满 6 个月后的 10 个工作日

内进行。第二期收购价款为 6,374.08 万元。 

3、第三期收购 

甲方收购乙方持有的标的公司 5%的股份，乙方有权于第一期交割日满二年

至五年期间，按本协议约定的方案，将 5%股份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甲方。未经甲

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该股份转让给乙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第三期收购价款

=2,250 万元×（1+6%×N 年），N 年为第一期交割日至乙方向甲方发出要求股份

转让的书面通知时的年份间隔。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垃圾焚烧发电行业是政府重点鼓励和支持的产业方向，具有广阔的成长空间

和良好的发展前景。根据《“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

划》，“十三五”期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投资总量将达 2,518.4

亿元。 

通过本次收购德长环保，公司将正式进入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环保资产运营领

域，可进一步丰富公司业务布局、提升业务规模、优化业务结构，推动公司向生

态环保全产业链进军，有助于公司实现“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生态环

保企业”的战略目标。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获得德长环保旗下位于乐清市和平湖市两个经济发

达地区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随着项目正常建设运营，公司将获得良好的经营收

益和稳定的投资回报。上述项目实施也将提升公司在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竞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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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业务经验，为公司后续拓展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奠定良好的基础。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收购符合国家政策导向和公司发展战略，有利于公司业

务的长远发展，并给公司带来合理的经营收益和投资回报。本次收购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主营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本次收购而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风险分析 

本次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是否能够高效、顺利运营并达成预期目标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理等风险，投资收

益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形势

及相关行业政策，审慎经营，积极提高投资项目运营管理能力，防范和降低可能

面对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龙净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