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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贯彻实施公司整体发展战

略，顺应国家政策趋势，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拟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方式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投资建设衡

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工程（二期）项目（以下简称“衡阳二期项目”）、

新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BOT（二期）项目（以下简称“新余二期项目”）、

工业固体废弃物集中处置扩建项目（以下简称“固废处置扩建项目”）、甘肃禾

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以下简称“甘肃禾希项

目”）以及偿还有息债务。公司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55,483.89 万元（含

55,483.89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拟投入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用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1 
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建

工程（二期）项目 
19,600.00 6,538.45 

2 
新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BOT（二期）

项目 
16,629.15 15,224.31 

3 工业固体废弃物集中处置扩建项目 10,500.00 8,458.89 

4 
甘肃禾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危险废物

集中处置中心建设项目 
22,000.00 8,617.24 

5 偿还有息债务 16,645.00 16,645.00 

合计 85,374.15 55,483.89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单个或多个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投资

构成和顺序进行调整。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少于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背景及必要性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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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项环境治理产业政策出台，助力行业快速持续发展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与陆续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相结合，属于资源

综合利用，并与生态环境治理相结合，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序号 名称 发文时间 发文机关 相关内容 

1 

《完善生物质发

电项目建设运行

的实施方案》 

2020 年 9

月 

国家发改

委、财政

部、国家能

源局 

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商业可持

续的前提下给予生物质发电项目中长

期信贷支持。建立生活垃圾处理收费

制度，合理制定垃圾处理收费标准，

确保垃圾处理收费政策落实到位； 

鼓励地方政府统筹各类资金，对生物

质发电相关的农林废弃物和生活垃圾

“收、储、运、处理”各环节予以适

当支持和补偿。 

2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

起施行） 

2020 年 4

月 

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

会 

促进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降低固体

废物的危害性，最大限度降低固体废

物填埋量； 

提高生活垃圾的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

置水平，促进生活垃圾收集、处理的

产业化发展，逐步建立和完善生活垃

圾污染环境防治的社会服务体系。 

3 

《关于有序推进

新增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建设有关

事项的通知（征

求意见稿）》 

2020 年 4

月 

国家发改

委 

2020年 1月 20日后并网发电的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含沼气发电）项目为新

增项目（以下统称新增项目），国家

按照以收定支的原则，通过可再生能

源发展基金继续予以支持。 

4 

《关于在全国地

级及以上城市全

面开展生活垃圾

分 类 工 作 的 通

知》 

2019 年 4

月 

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

等部门 

到 2022 年，各地级城市至少有 1 个区

实现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他各区

至少有 1 个街道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片区。到 2025 年，全国地级及

以上城市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处理

系统。 

5 

《“无废城市”

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 

2018年 12

月 
国务院 

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

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

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以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农业废弃

物、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危险废物

为重点，实现源头大幅减量、充分资

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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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名称 发文时间 发文机关 相关内容 

6 

《关于全面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坚

决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的意见》 

2018 年 6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加强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着力提升固

废处置能力和水平。将垃圾、污泥、

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等集中处置

设施纳入公共基础设施范畴，通过政

府引导、资金扶持、多元投入等方式

促进处置利用设施在全市科学合理布

局和填平补齐，并强化运行监管； 

生活垃圾推行“户分类、村收集、镇

运转、市处置”模式，推广垃圾焚烧

发电，推进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 

7 

《关于进一步加

强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工作的若干

意见》 

2016 年 2

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建立政府、社区、企业和居民协调机

制，通过分类投放收集、综合循环利

用，促进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 

推进垃圾收运处理企业化、市场化，

促进垃圾清运体系与再生资源回收体

系对接。 

8 

《关于环保系统

进一步推动环保

产业发展的指导

意见》 

2011 年 4

月 

环境保护

部 

大型城市垃圾焚烧处理，危险废物处

理处置，电子废物拆解处理等作为产

业发展的重点领域。 

2、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成长空间巨大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城镇化进程加快，生活垃圾量相应增加，“垃圾围

城”现象愈发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4-2019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清

运规模从 1.55 亿吨增长至 2.42 亿吨，并将随我国城镇化有序推进而持续扩大，

生活垃圾清运量也将随之大幅增长，亦将带动垃圾处理需求持续增长。 

目前我国垃圾处理方式主要有卫生填埋、高温堆肥和焚烧发电三种方式。考

虑到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普遍存在因填埋场设计达标率偏低导致渗沥液、有害气

体对周边环境污染严重或堆肥处理分选效率低、肥料质量差、市场销路窄等问题，

焚烧方式不断得到国家认可及重视，成为最符合“减量化”、“无害化”和“资

源化”要求的生活垃圾处理技术。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明确指出：到

2020 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59.14 万吨/日，垃圾焚烧处理占

比由 2015 年的 31.02%提高至 53.53%；填埋处理能力则从 2015 年的 50.1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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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降至 2020 年的 47.71 万吨/日，填埋处理占比由 2015 年的 66.13%下降至

43.18%。目前全国各省市仍处于垃圾焚烧处置率亟需提升阶段，同时，垃圾焚烧

发电带来的垃圾减量化、无害化效果显著，是解决“垃圾围城”问题的有效抓手。

同时，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一般运营期限较长，现金回报稳定，具有良好的市场经

济前景。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9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产能已达 45.65

万吨/日，比 2018 年增加 9.19 万吨/日。 

通过本次发行，公司可进一步提升生产经营能力，把握垃圾焚烧发电产业机

遇，顺应环保行业发展趋势。 

3、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标准不断提升，为行业带来新的机遇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等行业迅猛发展，随之而

来的环境和资源压力也在不断加大，其中危险废物排放已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对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理和最终安全处置问题逐渐引起

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如何不断提高危险废物的综合利用水平、提高资

源利用效率，对破解资源瓶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我国危险废物的处置能力仍存在较大缺口。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2020 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2019 年，全国 196 个

大、中城市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达 4,498.90 万吨，综合利用量 2,491.80 万吨，处

置量 2,027.80 万吨，贮存量 756.10 万吨。工业危险废物综合利用量占利用处置

及贮存总量的 47.20%，处置量、贮存量分别占比 38.50%和 14.30%。 

通过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夯实资金实力，着力拓展危险废物处置领域业务，

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经营能力。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 

1、助力区域生活垃圾资源化水平提升 

随着环保理念在我国不断普及深入，多地政府均致力于提升生活垃圾无害

化、减量化和资源化水平，加快环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建立和完善市区环境卫

生设施服务体系，打造清洁卫生、环境优美、社会和谐的清洁城市，使城市环境

卫生总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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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项目、新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一期

项目自投入运行以来，日均处理垃圾量分别达到 1,000 吨/天、600 吨/天，为当地

的市政环卫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上述两个项目均处于满负荷运营状态，且

仍有多余垃圾需另行处理，需快速建成二期项目解决城市垃圾处理问题，从而满

足当地生活垃圾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衡阳二期、新余二期项目建设具备必要

性。 

2、危险废物处理以资源化利用为主，无害化处置是趋势 

由于危险废物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根据《中华人名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危险废物是必须经过特殊处理处置的特殊废物。 

随着国家有关法律的健全和管理控制制度的逐步完善，以及废物产生单位废

物贮存量的增加，一些企业，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面临着处置危险废物的压力

和难度越来越大的境况，迫切需要地方建设危险废物集中处理设施，对众多单位

产生的废物进行集中处理，减少企业负担。 

甘肃省河西地区产生危险废物的企业数量较多，但单个企业产生量一般较

少，区域内危险废物排放呈现分散度高、潜在危害较大等问题，从经济、技术、

场地、管理等方面考虑，相比单个企业按照环保标准自行处置，建立一个专门处

置中心对全省相关企业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统一收运并集中处置所产生的社会

整体经济效益更高。 

常熟市经济开发区为国家级工业园区，园区拥有大型化工、汽车、医药、电

子等产废企业，上述大型企业所属行业均为产生固体废物量较大的工业领域。考

虑到就近处置的原则，本次募投项目之一固废处置扩建项目对解决当地固体废物

污染防治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 

（一）公司具备相关人才储备、技术能力、管理经验等基础 

公司坚持工程运营双核发展战略，重视研究投入，经过多年发展和战略前瞻

布局，公司在环保领域拥有全方位的技术储备，在多个领域均掌握其中的核心技

术，汇集了国内和国际环保专家及专业人员，在垃圾焚烧发电、固体废物及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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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污染防治等领域掌握了一批具有国际水准、国内领先水平的关键核心技术。 

公司拥有“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农田土壤污染防控与修复技术国家工程

实验室”和“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三大国家级科研技术平台，有力提升了

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另外，公司建立起了较完善的人才管理体系，采取了一系列

吸引和稳定人才的措施，为公司稳定经营、规范运作、技术研发奠定了可靠的人

力资源基础。 

（二）公司整体业务布局为募投项目成功实施打下坚实基础 

公司紧紧围绕打造“国内领先的环境服务方案提供商”的战略布局，持续开

展行业延伸，不断提升主营业务拓展能力，稳步推动各项目实施。 

在垃圾焚烧发电方面，公司已建立起从垃圾清运、渗滤液处理、垃圾焚烧发

电、尾气处理，最后到焚烧飞灰处理的全流程运营管理体系，拥有科学的垃圾处

理一体化解决方案和先进的垃圾发电技术。在上游垃圾清运领域，公司现拥有安

仁、新余、分宜、仙女湖、武冈五个垃圾清运项目。在下游无害化、资源化领域，

公司现全资拥有衡阳、新余两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两个项目一期垃圾处置规模合

计 1,600 吨/日，持续为公司贡献稳定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性现金流。公司参股的长

沙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目前运营状态良好，贡献持续稳定的投资收益。 

在危险废物处置方面，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禾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配备回转

窑焚烧系统、物化处理系统、固化填埋处理系统，无害化处置工艺齐全，配套环

保设施完备，处理资质涵盖甘肃省主要危废类别，将为甘肃省产废企业提供危险

废物鉴别、收集、运输、储存、处理等一站式服务。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永之清固废处置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常熟市为中心，面向

苏州市区、张家港市、昆山市、太仓市等全苏州地区的危废处置企业，其所处的

常熟市经开区为国家级工业园区，园区内主要以化工、制药、汽车等危废产生企

业为主，拥有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及成熟稳定的运营能力。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衡阳二期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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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衡阳二期项目位于湖南省衡阳市衡阳县樟木乡。项目一期（已建成）工程焚

烧处理生活垃圾规模 1,000 吨/日，采用 2×500 吨/日机械炉排炉焚烧生产线，汽

轮发电机组为 1×18 兆瓦；二期工程焚烧处理生活垃圾规模 500 吨/日。 

2、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衡阳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项目总投

资 19,6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6,538.45 万元，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中的资本

性支出。 

3、项目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程序。 

（二）新余二期项目 

1、项目概况 

新余二期项目位于江西省新余市珠珊镇。项目一期（已建成）设计额定垃圾

处理量 600 吨/日，采用 2×300 吨/日焚烧生产线，汽轮发电机组为 1×9 兆瓦；

二期工程设计额定垃圾处理量 300 吨/日。 

2、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新余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项目总投

资 16,629.15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15,224.31 万元，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中的资本

性支出。 

3、项目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程序。 

（三）固废处置扩建项目 

1、项目概况 

固废处置扩建项目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本项目拟

新建焚烧车间建筑面积 3,000 平方米，购置焚烧处置相关设备，年增加危废处置

能力 6,000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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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永之清固废处置有限公司。项目总

投资 10,5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8,458.89 万元，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中的资

本性支出。 

3、项目涉及的政府报批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项目涉及的环评事项正在推进办理中。 

（四）甘肃禾希项目 

1、项目概况 

甘肃禾希项目位于甘肃省肃州区银达镇怀茂北滩。项目设计综合处置危险废

物总量为 3.34 万吨/年，其中：焚烧处理 0.9 万吨/年、物化处理 0.44 万吨/年，稳

定/固化后填埋 2 万吨/年。 

2、项目实施主体及投资情况 

本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禾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项目总投

资 22,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8,617.24 万元，全部用于项目建设中的资本

性支出。 

3、项目审批程序履行情况 

本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和环评批复程序。 

（五）偿还有息债务 

公司本次拟将不超过 16,645.00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偿还有息债务，从而优化

资本结构、降低利息费用、提升公司经营业绩。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公司总资产 366,661.03 万元，总负债 207,289.68

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 56.53%。其中，公司短期借款为 39,425.00 万元、一年内

到期的长期借款为 2,000.00 万元，公司短期内偿债规模较大。同时，2018 年度、

2019 年度及 2020 年 1-9 月，公司利息费用分别为 3,317.06 万元、3,047.18 万元、

2,514.28 万元。近年来，公司财务成本较高，对公司利润水平造成一定影响。 

因此，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部分用于偿还有息债务，一方面，有效降低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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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负债水平，缓解公司短期内的偿债压力，改善公司财务结构；另一方面，有利

于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水平，提高盈利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 

五、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和

经济效益。募投项目实施后，能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

位，增强竞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求

及股东利益。 

（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随之下

降，财务结构和现金流得到优化，债务偿还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募集资金到位后，募投项目产生的经营效益需要一定时间才能体现，因此短

期内可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等财务指标出现下降的风险。随着本次

募投项目的建成、达产，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在危废、固废处置领域的市场竞争力，

巩固公司的行业地位，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新的成长空间。随着项目的逐步建成

达产，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经营业绩将会有所提升。 

六、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发行募投项目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公司进行了必要性和

可行性的论证。通过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有利于公司提升主营业务的市场竞争

力，增强综合竞争能力，优化资产结构，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盈利能力，促进长

远可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可行的、必要的。 

 

永清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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