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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5      证券简称：华光环能        公告编号：2021-035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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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与控股股东国联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国联实业控股 90%的无锡锡东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存在同业竞争情形。2020 年 6 月 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

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47），国联集

团最迟应不晚于 2021 年 6 月 26 日前消除锡东环保的同业竞争情形；2020 年

6 月 10 日，公司于上海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其中关于锡东环保的同业竞争问题，

公司控股股东国联集团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安排如下：“控股股东拟在

完成锡东环保 80%股权出售的同时，将原始持有的锡东环保 10%股权按照同

业竞争承诺要求注入华光股份。按此股权转让方案完成后，国联实业将不再

持有锡东环保的股权，控股股东与公司将不存在该项同业竞争情形。” 

2021 年 4 月 30 日，国联实业已将其持有的锡东环保 80%股权在无锡产交所

华光环能、公司 指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联实业、交易对方 指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锡东环保、目标公司 指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股权收购 
指华光环能以现金方式收购国联实业持有目标公司10%

的股权； 

标的股权、标的资产 指锡东环保10%股权； 

无锡市国资委 指无锡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联集团 指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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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挂牌，举牌期为 2021 年 4 月 30 日至 2021 年 6 月 15 日，国联实业预计

可于 2021 年 6 月 25 日前与意向受让单位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并配套办理锡东

环保 80%股权的转让手续。根据上述承诺履行安排，本次国联实业在无锡产

交所挂牌出售锡东环保 80%股权同时，拟将其持有的锡东环保剩余 10%的股

权出售给华光环能，彻底消除该项同业竞争情形。 

 公司拟向国联实业现金收购其所持的锡东环保 10%的股权，交易价格将以独

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数据为基础，根据经无锡市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值确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包括本次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

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未达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控股股东国联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国联实业持有的锡东环保存在同

业竞争情形。为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按期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国联实业聘请评估机构以 2020 年 11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锡东环保净

资产进行评估，评估值为 49,510.00 万元，并出具了《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拟转让持有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80%股权涉及公司股东部分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1)第 7020 号）。国联实业于 2021 年 4

月 30日将其持有的锡东环保 80%股权按 39,608.00万元挂牌价在无锡产交所公开

挂牌，预计将于 2021 年 6 月底前完成股权转让。同时，国联实业遵循承诺拟将

其持有的锡东环保剩余 10%股权出售给华光环能，彻底消除该项同业竞争情形。 

公司本次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国联实业购买其持有的锡东环保 10%股权，

参照锡东环保净资产评估值，本次 10%股权的转让价格预计为 4,951.00 万元。最

终交易价格将以经无锡市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金额为基准，由交易双方协商一

致后确定，预计不超过 5,000 万元。 

国联实业是公司控股股东国联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国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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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股权评估值，本次股

权转让价格预计不超过 5,000 万元，该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包含本次关联交易在内，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将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国联实业为公司控股股东国联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自：1992 年 05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许可 

注册资本：200,000.0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金融一街 8 号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贸易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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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国联集团持有国联实业 100%的股权。 

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2,017,118.33 2,178,412.07 

净资产 457,305.93 469,851.35 

科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565,965.17 171,702.05 

净利润 -59,413.19 10,600.50 

（三）其他情况说明 

除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外，公司董事汤兴良担任国联实业董事、公司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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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负责人周建伟担任国联实业监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0%股权。 

（一）锡东环保基本情况 

名称：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黄土塘村 

法定代表人：李雄伟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9 年 1月 16日 

经营范围：投资、建设、管理、运营、维护无锡锡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进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垃圾、污泥等处理技术的研发及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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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7,000.00 90.00 

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 10.00 

合计 30,000.00 100.00 

（二）锡东环保主要经营情况 

锡东环保位于无锡市锡山区东港镇黄土塘村，主要运营无锡锡东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进行生活垃圾焚烧处理。项目采用了先进的欧盟 2010 标准及严格

的烟气处理工艺，生活垃圾焚烧能力为 2000 吨/天。项目特许经营期 30 年，自

2021年 4月 9日起算，最新签订的垃圾处置单价为 95.58元/吨。 

锡东环保 2019 年入厂垃圾量 797,999.49 吨，2020年入厂垃圾量 706,708.1

吨，2019 年发电量 30,506.44 万千瓦时，2020 年发电量 29,277.72 万千瓦时，

2019年上网量 26,052.318 万千瓦时，2020 年上网量 25,133.328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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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锡东环保主要财务数据 

1、锡东环保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科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3 月 31 日 

总资产 136,003.90 137,945.46 

净资产 25,189.63 25,092.00 

科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3 月 

营业收入 18,739.20 4,887.82 

净利润 -6,490.37 -97.62 

锡东环保 2020 年度财务数据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文号：苏公 W[2021]A842

号），2021年 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最近 12个月评估情况 

国联实业于 2021年 4月 30日将其持有的锡东环保 80%股权在无锡产交

所公开挂牌前，己完对锡东环保净资产的评估。该次评估由具有证券期货从

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无锡国联实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80%股权涉及公司

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1)第 7020 号）。该

次评估以 2020年 11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

法进行评估并选择收益法作为评估结果。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为：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总资产

账面价值为 136,498.24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11,428.71万元，净资产

账面价值为 25,069.53 万元，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49,510.88万元，增值额为

24,441.35万元，增值率为 97.49%。 

收益法评估结果为：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49,510.00万元（取整），较净

资产 25,069.53 万元增值额为 24,440.47 万元，增值率为 97.49%。两种方

法评估结果差异较小。 

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80%股

权的账面值为 36,461.11 万元，评估结果为 39,608.00万元，增值 3,146.89

万元，增值率 8.63%。 

（三）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受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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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东环保除国联实业以外的另一家持股 10%股东无锡市市政公用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已出具《同意函》：“1、同意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向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持有的目标公司 10%

股权。2、同意放弃相关优先受让权。” 

（四）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

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本次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数据为基础。根据江苏中企华中天

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无锡锡东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80%股权涉及公司股东部分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苏中资

评报字(2021)第 7020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锡东环保全部

净资产评估值为 49,510.00 万元。本次锡东环保 10%股权的转让价格预计为 4951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将以经无锡市国资委备案确认的评估值为基准，由交易双方

协商一致后确定，预计不超过 5000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尚未正式签署，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在

“四、本次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所述交易价格的确定原则和金额范围内，

在本次拟受让的锡东环保 10%股权评估值经无锡市国资委备案确认后，签署股权

转让协议及相关配套文件。 

公司将在本公告出具后尽快完成评估备案及股权转让协议的签署工作，并及

时公告后续交易进展情况。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5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本次收购锡



 7 

东环保 1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汤兴良先生回避表决，全体非关

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该事项。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5月 17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本次收购锡东

环保 1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监事何方女士回避表决，全体非关联监

事一致同意通过该事项。 

（三）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本次交易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从控股股东下属全资子公司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受让

锡东环保 10%股权，主要为规范和解决与控股股东的潜在同业竞争情形，是公司

控股股东履行对资本市场做出承诺的切实体现。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公

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 

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及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

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四）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从控股股东下属全资子公司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受让

锡东环保 10%股权，主要为规范和解决与控股股东的潜在同业竞争情形，使公司

控股股东切实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本次关联交易是必要、合法的经济

行为。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数据为基础，定价原则公平、合

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影响公司运营的独立性。 

本次表决的董事全部为非关联董事，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同意本次

公司收购无锡锡东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10%股权暨关联交易事宜。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 

公司本次收购锡东环保 10%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能够规范和解决与控股股东的潜在同业竞争情形，

使公司控股股东切实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相关承诺，所形成的关联交易是必要、

合法的经济行为。本次股权交易价格由交易双方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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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数据为基础确定，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七、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必要性 

公司与控股股东国联集团下属全资子公司国联实业持有的锡东环保存在同

业竞争情形。为了使控股股东切实履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在国联实业拟完成

锡东环保 80%股权出售的同时，将原始持有的锡东环保 10%股权按照同业竞争

承诺要求注入上市公司，能够彻底消除该项同业竞争情形，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

投资者的权益。 

（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收购锡东环保股权，将帮助公司解决与控股股东存在的潜在同业竞争

问题。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本次关联交易不会

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公司与国联实业间接持有的无锡益多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简称“益多环保”）

存在同业竞争情形。根据益多环保近年来的实际经营情况，尚不具备注入上市公

司的条件。为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权益，2020 年 6 月 8 日，公司与国

联实业签订《委托管理协议》，国联实业将其 

 

持有益多环保 85%的股权（出资额 2,550 万元）所对应的除所有权、收益权

及最终处置权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委托华光股份进行管理，并向华光股份支付委托

管理服务费用，委托管理期限自《委托管理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益多环保符合被

华光股份收购条件或关停注销之日止。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9 日披

露的《关于拟与关联方签订<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之事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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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意见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之独立意

见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

之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月 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