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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江苏金茂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

年

09

月

09

日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

自然人控股

）

注册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金江公路金牛工业集中区创业路

1

号创业大楼一楼

124

室

办公地址 南京市六合区金江公路金牛工业集中区创业路

1

号创业大楼一楼

124

室

法定代表人 段小光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

320000000081029

组织机构代码

69212207-5

税务登记证号

320106692122075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管理

，

创业投资

，

投资咨询

，

经济信息咨询

江苏金茂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敏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张敏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619600328****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牌楼巷

*

号

*

幢三单元

*

室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牌楼巷

*

号

*

幢三单元

*

室

3、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1）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扬州经信自设立起至今最近两年的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扬州经信自设立起至今最近两年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0,021.95 5,336.72

流动资产

396.76 3,336.72

非流动资产

9,625.20 2,000.00

负债合计

- -

流动负债

- -

非流动负债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021.95 5,336.72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214.77 -288.28

利润总额

-214.77 -288.28

净利润

-214.77 -288.28

注：2013年财务数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扬州经信持有峰业科环1,300,000股、0.70%的股份。 扬州经信投资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万

元

）

持股比例

（

%

）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江苏久信医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6,000 4.00

常州市新北区汉江路

103

号

数字化手术室的研发

、

医用机器人导

航系统的研发

、

微创手术平台系统的

研发

；

空气净化处理机

、

不锈钢柜橱

、

保温箱

、

保冷柜的制造

、

加工等

2

无锡蠡湖叶轮制造有

限公司

1,297.547619 3.48

无锡滨湖开发区华谊

路

2

号

叶轮

、

涡轮

、

精密铸件

、

涡轮增压器的

研发

、

制造

、

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

）；

房屋租赁

；

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3

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000 1.00

温岭市城东街道百丈

北路

28

号

药品生产

；

化试玻仪

、

医药包装材料

、

蒸馏水销售

；

医药产品技术开发

、

技术

转让

、

技术服务

；

化工产品销售

4

中国光电国际有限公

司

2,540 15.19*

Cricket Square,

Hutchins Drive,PO

Box 2681, Grand

Cayman,KY1-1111,

Cayman Islands

光伏支架供应及安装

，

分布式光伏电

站开发

、

投资及运营维护

；

为太阳能光

伏电站项目许可

、

设计

、

融资

、

采购

、

建

设

、

并网

、

运营

、

维护提供全流程服务

*注：该比例为优先股股权比例。

（三十六）无锡金茂二号新兴产业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无锡金茂二号新兴产业创业投资企业

（

有限合伙

）

成立日期

2011

年

12

月

21

日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无锡新区龙山路

4

号

B

座

7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无锡金茂创业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委派代表

：

张敏

）

认缴出资

50,0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

320200000198040

组织机构代码

58842250-2

税务登记证号

320200588422502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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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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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无锡金茂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无锡金茂普通合伙人无锡金茂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无锡金茂创业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成立日期

2011

年

10

月

9

日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无锡新区龙山路

4

号旺庄科技创业中心

B

幢

701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敏

认缴出资

5,000

万元

营业执照号

320200000196698

组织机构代码

58550567-9

税务登记证号

320200585505679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

；

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

；

创业投资咨询业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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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锡金茂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张敏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张敏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010619600328****

住所 南京市鼓楼区牌楼巷

*

号

*

幢

*

单元

*

室

通讯地址 南京市鼓楼区牌楼巷

*

号

*

幢

*

单元

*

室

3、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1）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无锡金茂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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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无锡金茂最近三年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1,384.49 22,622.25 20,310.06

流动资产

3,692.49 11,047.25 10,060.06

非流动资产

17,692.00 11,575.00 10,250.00

负债合计

1,469.21 - 5.50

流动负债

1,469.21 - 5.50

非流动负债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9,915.28 22,622.25 20,304.56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456.97 -1,132.32 -495.44

利润总额

-456.97 -1,132.32 -495.44

净利润

-456.97 -1,132.32 -495.44

注：2012年、2013年财务数据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4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无锡金茂持有峰业科环1,000,000股、0.54� %的股份。 无锡金茂投资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无锡蠡湖叶轮制造有限公

司

1,297.547619 12.35

无锡滨湖开发区华

谊路2号

叶轮、涡轮、精密铸件、涡轮增压器的研发、制

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房屋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3 江苏阿尔法药业有限公司 7,381.40 10.14

江苏省宿迁市湖滨

新城开发区北区燕

山路

医药化工技术研发、咨询、转让；阿伐他汀钙及

其中间体、氯吡格雷及其中间体的制造、销售；

瑞苏伐他汀中间体、匹伐他汀中间体、奥利司他

原料药及中间体、奥美沙坦中间体、阿瑞匹坦中

间体的研发；工程技术研发

4 无锡市纳微电子有限公司 525 21.43

无锡新区菱湖路97

号立业楼E105

电子元器件、纳米材料、光电器件的研发、销售；

自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5

深圳市世纪天源环保技术

有限公司

3,900 3.50

深圳市福田区保税

区市花路19路港安

大厦七层A、B1单

位

环保仪器及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环保工程

与建筑防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环保仪器的购销

及其他国内贸易；生产COD检测系统；信息咨

询；兴办实业；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

6

滇虹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20,512.8205 3.00

昆明市国家高新技

术开发区科医路45

号

生产销售资产的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中药

提取物、中药制剂及化妆品、牙膏、卫生用品、食

品、保健食品等产品

7

苏州维艾普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7,195 4.34

太仓市城厢镇城区

工业园弇山西路

136号

研发、生产、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节能保温材

料、隔热和隔音材料；经销建筑材料和装饰材

料；提供保温材料相关技术服务及施工；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8

万邦德制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5,000 1.00

温岭市城东街道百

丈北路28号

药品生产；化试玻仪、医药包装材料、蒸馏水销

售；医药产品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化

工产品销售

9

南京理工宇龙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897.4359 7.69

南京市溧水区东屏

镇金港路15号6幢

（东屏镇工业集中

区）

新材料研发；氧化锆纤维及制品的研发、生产、

销售及售后服务

（三十七）扬州扬子高新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扬州扬子高新产业创业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1年12月23日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扬州市四望亭路40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扬州扬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彭苑

认缴出资 20,300万元

营业执照号 321000000083531

组织机构代码 58849184-X

税务登记证号 32100158849184X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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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扬子高新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扬子高新普通合伙人扬州扬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扬州扬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9月5日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注册地址 扬州市四望亭路40号

办公地址 扬州市四望亭路40号

法定代表人 滕迎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 321000000086419

组织机构代码 05349430-7

税务登记证号 321001053494307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及技术咨询服

务，投资顾问服务；为企业提供管理和策划服务。（经营范围不含证券、期货等工商登记前需许

可项目）

扬州扬子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许峰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许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32100219670501****

住所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南城根小三巷*号

通讯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南城根小三巷*号

3、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1）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扬子高新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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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扬子高新最近三年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4,234.02 4,223.51 -

流动资产 2,733.72 4,223.51 -

非流动资产 1,500.30 - -

负债合计 - - -

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4,234.02 4,223.51 -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110.50 3.51 -

利润总额 110.50 3.51 -

净利润 110.50 3.51 -

注：2012年、2013年、201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扬子高新持有峰业科环900,000股、0.48%的股份。 此外，扬子高新并未有其他对外投资企业。

（三十八）扬州英飞尼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扬州英飞尼迪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0年11月26日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扬州市文昌西路56号公元国际大厦41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扬州英飞尼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赵丽梅

认缴出资 20,438万元

营业执照号 321000000078752

组织机构代码 56533608-9

税务登记证号 321001565336089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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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英飞尼迪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英飞尼迪普通合伙人扬州英飞尼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扬州英飞尼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8年09月09日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扬州市文昌西路56号公元国际大厦412室

办公地址 扬州市文昌西路56号公元国际大厦412室

法定代表人 Amir�Gal�or

注册资本 100万元

营业执照号 320000400004385

组织机构代码 56296815-2

税务登记证号 321027562968152

经营范围

组织设立和参与管理创业投资企业及股权投资企业；投资及商务咨询业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及培训业务

扬州英飞尼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Amir� Gal� or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Amir�Gal�or

性别 男 国籍 以色列

护照号 10950863

住所 香港海港路*号海港中心*楼*室

通讯地址 香港海港路*号海港中心*楼*室

3、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1）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英飞尼迪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为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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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英飞尼迪最近三年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12,974.37 7,847.41 6,956.75

流动资产 1,457.37 516.91 806.75

非流动资产 11,517.00 7,330.50 6,150.00

负债合计 - - -

流动负债 - - -

非流动负债 - - -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974.37 7,847.41 6,956.75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357.46 -426.09 -412.61

利润总额 -358.22 -426.09 -360.11

净利润 -358.22 -426.09 -360.11

注：2012年、2013年财务数据经扬州德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审计；2014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英飞尼迪持有峰业科环1,000,000股、0.54%的股份。 英飞尼迪投资的其他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扬州锻压机床股份有

限公司

11,180 1.74

扬州市邗江经济

开发区华钢路1号

制造销售机床、锻压设备、模具、冲床

周边设备、锻压机械配件；机床修理，

金切加工；压力机控制软件开发和销

售；开卷线，冷、热、温锻压力机，粉末

冶金机械及设备，机床翻新（再制

造），外协加工及装配；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

业务

2

北京万博天地网络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

6,430 32.50

北京市海淀区清

华大学毕业大厦

二层三层

技术开发、技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商务咨询等

3

重庆金点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5,522.1622 2.5

重庆市沙坪坝区

小新街85号

生产、销售：杨树、园林绿化苗；城市园

林绿化、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的设计

及施工等

4

北京亿恒创源科技有

限公司

2,277.6075 2.31

北京市海淀区西

小口路66号中关

村东升科技园B-2

楼三层

A302/303/305/3

06/307室

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批发计算机软件及辅

助设备等

三、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基本情况

（一）广州汇垠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州汇垠成长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4年10月22日

合伙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11楼1101之一J26单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广州汇垠奥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顾秉维）

认缴出资 50,001万元

营业执照号 440101000305863

组织机构代码 30457471-6

税务登记证号 440100304574716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担保服务（融资性担保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咨服务；企业自有资金

投资。

许可经营项目：股权投资。

2、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广州汇垠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广州汇垠的普通合伙人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6月6日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南沙金融大厦11楼1101之一J20

办公地址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71号南沙金融大厦11楼1101之一J20

法定代表人 顾秉维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 440101000277841

组织机构代码 30445333-2

税务登记证号 440100304453332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投资管理服务；投资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许可经营项目：股权投资管理；基金管理（私募股权类基金）；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广州汇垠澳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广州市人民政府。

3、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1）最近三年的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广州汇垠自设立起至今的主要业务为担保服务（融资性担保除外）；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资咨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股权投资。

（2）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广州汇垠自设立起至今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36,990.05

流动资产 2,462.57

非流动资产 34,527.49

负债合计 19.40

流动负债 19.40

非流动负债 -

所有者权益合计 36,970.66

项目 2014年度

营业收入 -

营业利润 -30.34

利润总额 -30.34

净利润 -30.34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广州汇垠未持有峰业科环股份，广州汇垠投资的下属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出资比例

（%）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广东迅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800 24.21

广州市越秀区先烈

中路80号12层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安

全技术防范产品的生产及检测；安全技

术防范产品及计算机网络产品的研究、

开发、销售、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承接网络工程建设项目；网络系

统软件开发，计算机网络技术服务，网

络安全信息咨询；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二）德峰投资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德峰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11月13日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注册地址 扬州市春江路388号

办公地址 扬州市春江路388号

法定代表人 于万琴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营业执照号 321000000091524

组织机构代码 32129461-X

税务登记证号 32100132129461X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投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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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产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德峰投资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3、主营业务情况及主要财务指标

德峰投资自设立以来尚未开展实际经营业务。

4、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德峰投资无下属企业。

（三）英飞尼迪

英飞尼迪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之“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基本情况”相关内容。

（四）中山中科

中山中科具体情况请参见本节之“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基本情况”相关内容。

（五）喻海军

1、基本情况

姓名 喻海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43010419650806****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号招商银行*层

通讯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芙蓉南路*号柠檬丽都*栋*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及任职单位产权关系

最近三年，喻海军的任职情况如下：

任职单位 起止时间 职务 是否与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

湖南芙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

限公司

2004年3月至今 董事长

持有湖南芙蓉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有限公司

54.51%股权

长沙金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11年9月至今

执行事务合伙

人

持有长沙金蓉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76.25%股权

3、控制的核心企业和关联企业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喻海军除通过中山中科间接持有峰业科环70,359股，通过中科浏阳河间接持有峰业科环8,548股，即合计间接

持有峰业科环0.04%股权外，其投资的下属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1

湖南芙蓉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有限公司

5,000 54.51

长沙市芙蓉区八一

路276号湘银大厦8

楼

办理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

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其他融资性担保

业务

2

长沙金蓉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800 76.25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

谷大道627号长海创

业基地三楼

接受委托管理股权投资项目、参与股

权投资、为非上市及已上市公司提供

直接融资的相关服务

四、本次重组交易对方有关情况的说明

（一）交易对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拟出售资产的交易对方、拟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和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均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

关联关系。本次重组完成后，拟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将成为上市公司的股东，根据交易方案，许德富、于万琴和许峰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北京高新将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的股份。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则》等规定，许德富、于万琴、许峰及其一致行动

人万德天成、德峰投资，以及北京高新为上市公司潜在关联人。

（二）交易对方之间关联关系情况说明

交易对手中许德富和于万琴是夫妻关系，许德富和许峰是父子关系，于万琴和许峰是母子关系，许德富、于万琴和许峰是峰业科环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许德富和许峰分别持有万德天成62.19%、25%的股权，万德天成和许德富、于万琴、许峰构成一致行动人；许德富、

于万琴和许峰分别持有德峰投资50%、25%、25%的股权，德峰投资和许德富、于万琴、许峰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王永忠是许德

富的妹夫，两人存在关联关系。

贺光平担任湖南中科法定代表人和董事长，同时担任中科浏阳河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委托

代表，因而湖南中科和中科浏阳河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段小光担任江苏新材的普通合伙人常州金茂经信创业投资管理企业

（有限合伙）的委派代表，同时担任扬州经信的普通合伙人江苏金茂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因此，江苏新材和扬州经信存在关

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张敏担任扬州经信的普通合伙人江苏金茂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委派代表，同时担任无锡金茂的普通合伙人

无锡金茂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的委派代表，因此扬州经信和无锡金茂存在关联关系，构成一致行动人；喻海军是湖南中科的董

事，因此喻海军与湖南中科存在关联关系。

除此之外，其他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三）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拟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方不存在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四）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行政处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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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最近

五年的诚信情况说明

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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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五年也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

益的重大违法行为；最近五年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等情

况。

（五）交易对方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未泄露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未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说明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均出具了承诺，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泄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以及

利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情形。

第五节 拟出售资产基本情况

一、拟出售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重组协议》，本次交易的拟出售资产为截止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全部资产和负债（不包括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发

生的中介机构费用），拟出售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本次出售的相关资产权属清晰，除面积为15,982.65m2的房产和面积为34,969.28m2用于长期借款抵押外，其余资产不存在抵押、质

押或担保情况等权利受到限制的事项，亦不存在损害任何第三方利益的情形。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拟出售资产的资产负债构成情况如

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比

1 货币资金 63,850,267.19 28.66%

2 应收账款 1,548,939.51 0.70%

3 其他应收款 1,425.75 0.00%

4 长期股权投资 138,793,795.93 62.31%

5 固定资产 11,562,288.91 5.19%

6 无形资产 7,004,329.61 3.14%

资产合计 222,761,046.90 100.00%

7 应付账款 320,571.42 0.48%

8 预收款项 306,182.64 0.46%

9 应交税费 -2,186,659.78 -3.30%

10 应付股利 1,409,557.48 2.13%

11 其他应付款 46,246,753.26 69.84%

12 长期借款 14,900,000.00 22.50%

13 专项应付款 2,224,650.00 3.36%

14 其他流动负债 3,000,000.00 4.53%

负债合计 66,221,055.02 100.00%

长期股权投资内容，参见本节“二、拟出售资产中包含的股权” ；固定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运输设备及电子设备，房屋建筑物详

见本节“三、拟出售资产中包含的房产” ；无形资产内容，参见本节“四、拟出售资产中包含的无形资产” 。 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应付明君集团

代垫的费用和应付给子公司等关联方的应付款项；长期借款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锦城支行的长期借款，专项应付款主要为

收到政府的项目拨款；其他流动负债主要为收到的政府补助。

根据《重组协议》，对于截止交割基准日尚未清偿或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从汇源通信转移的债务，明君集团应在交割基准日后十日内

清偿该部分债务或者按照债权人的要求进行其他方式的债务履行。若因未取得债权人的同意或未按时清偿债务致使债权人向汇源通信追

索债务的，明君集团应在接到汇源通信书面通知之日起十日内清偿该等债务。 若因该等债权人向汇源通信主张债权给汇源通信造成任何

损失的，明君集团应负责赔偿汇源通信遭受的全部损失。

二、拟出售资产中包含的股权

截止2014年12月31日，上市公司直接持有以下公司股权：

单位：元

序号 公司名称 投资日期 账面值 减值准备 账面净值

工商行政部门

查询状态

1

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

公司

2002/12/9 84,003,374.75 - 84,003,374.75 存续

2

四川汇源塑料光纤有

限公司

2006/6/6 15,500,000.00 - 15,500,000.00 存续

3

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

技有限公司

2003/7/24 5,100,000.00 - 5,100,000.00 存续

4

四川汇源信息技术有

限公司

2009/4/1 19,900,000.00 - 19,900,000.00 存续

5 泰中光缆有限公司 2003/8/4 14,290,421.18 - 14,290,421.18 存续

6

海南蜀兴信托投资公

司

1999/2/1 3,000,000.00 3,000,000.00 - 吊销

7

海南滨海大道花园别

墅开发公司

1998/3/1 3,000,000.00 3,000,000.00 - 吊销

8

海南恒通股份有限公

司(边贸33600股)

1999/1/1；

1999/2/1

115,310.00 115,310.00 - 未查询到

9

成都华联电子有限公

司

1998/5/1 200,000.00 200,000.00 - 吊销

10

四川创美信息系统有

限公司

1999/2/1 343,140.00 343,140.00 - 吊销

11 四川省宝乐童鞋公司 1998/5/1 697,542.06 697,542.06 - 吊销

12 东方数字驱动公司 1999/3/1 700,000.00 700,000.00 - 吊销

13

成都环益石化有限公

司

1999/6/1 200,000.00 200,000.00 - 吊销

14

四川环球运输公司租

赁部

1999/4/1 117,000.00 117,000.00 - 吊销

15 四川新特公司门窗厂 1999/2/1 200,000.00 200,000.00 - 吊销

16

华福宁植物药（成都）

有限公司

1999/5/1 2,000,000.00 2,000,000.00 - 吊销

17

四川昌恒皮革有限公

司

1999/4/1 493,064.85 493,064.85 - 吊销

18

四川金亚食品有限公

司

1999/2/1 100,000.00 100,000.00 - 吊销

19

成都振江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1999/6/1 3,429,552.00 3,429,552.00 - 未查询到

20

阿联酋中国出口商品

公司

1999/5/1 698,096.00 698,096.00 -

合计 154,087,500.84 15,293,704.91 138,793,795.93

上述股权投资中，15至20项股权投资均存在瑕疵， 金额合计为15,293,704.91元， 占股权投资账面值154,087,500.84元的比例为

9.93%；上述存在瑕疵的股权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减值准备，计提减值准备后的合计金额为0.00元，占股权投资账面净值138,793,795.93

元的比例为0.00%。上述股权投资中，15至20项股权投资均存在瑕疵，金额合计为15,293,704.91元，占股权投资账面值154,087,500.84元

的比例为9.93%； 上述存在瑕疵的股权投资已全额计提减值减值准备， 计提减值准备后的合计金额为0.00元， 占股权投资账面净值138,

793,795.93元的比例为0.00%。

①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

根据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7月23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 510109000033487

住所 成都市高新区西部园区西芯大道5号

法定代表人 刘中一

注册资本 8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光缆、电力系统特种光缆、电力设备在线监测装置、电工器材、通信设备、塑料管

道及附件的研制、生产、销售、安装及技术服务，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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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2年8月9日

营业期限 2002年8月9日至永久

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8000 100%

合计 8000 100%

②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9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 510105000014290

住所 成都市青羊区外南人民路131号

法定代表人 刘中一

注册资本 308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计算机硬件、软件设计、开发、销售；计算机通信网络工程施工；销售：计算机耗材及外围设

备；防雷工程的设计、施工；通信工程设计、施工及网络维护；管道工程的设计、施工；计算机

系统集成；电信工程专业承包及设计、施工；建筑强弱电系统安装、集成；安全技术防范工程

设计及施工；通信设备的研究、开发、安装与调试；通信工程技术开发；钢结构工程施工、建筑

智能化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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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3年7月24日

营业期限 2003年7月24日至2023年7月23日

四川汇源吉迅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570.8 51.00%

2 贺麟 508.2 16.5%

3 胡彬 508.2 16.5%

4 袁树华 492.8 16%

合计 3080 100%

③四川汇源塑料光纤有限公司

根据成都市崇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7月10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 510184000016573

住所 崇州市工业集中发展区世纪大道

法定代表人 刘中一

注册资本 2000万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塑料光纤、光缆、跳线及相关配套设备、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以上经营不含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及需前置审批的项目）

成立日期 2005年1月21日

营业期限 2005年1月21日至永久

四川汇源塑料光纤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600 80.00%

2 吴祥君 90 4.50%

3 储九荣 237 11.85%

4 张海龙 45 2.25%

5 王冬 13 0.65%

6 李凯 15 0.75%

合计 2000 100%

④四川汇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根据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4年4月24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号 510109000068748

住所 成都高新区西芯大道5号

法定代表人 刘中一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计算机网络、通信网络的服务、设计、开发、安装、维护；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不含无线电

广播电视发射设备及地面卫星接收设备）及软件研发、生产、销售、安装、维修服务；通信工程

施工、维护；管道、线路工程的设计、施工；弱电智能系统集成、设计、安装；综合布线工程；电

子、安全技术防范设备的研究、开发、制造、安装调试、维修；电子、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施

工安装及维护；计算机系统、通信系统集成承包及技术咨询服务；钢结构工程施工；建筑智能

化施工；地基与基础工程施工；防雷工程的设计、施工；劳务分包；金属材料、金属制品的制

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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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9年4月1日

营业期限 2009年4月1日至永久

四川汇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1990 99.50%

2 四川汇源光通信有限公司 10 0.50%

合计 2000 100.00%

⑤泰中光缆有限公司

根据四川省商务厅向公司颁发的境外投资证第N5100201400022号《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公司现持有泰中光缆有限公司45%的股

权，投资额为1009.270575万元人民币，泰中光缆经营范围为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各种光纤光缆及配套产品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本公司承诺，将在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二次董事会召开前，就上述非全资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与其他股东方进

行沟通，积极取得上述相关股东方同意并且放弃优先购买权的同意函。

三、拟出售资产中包含的房产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汇源通信拥有的房产如下：

序号 证号 坐落 建筑面积(㎡) 设计用途 是否抵押

1

蓉房权证成房监证字第

1036136号

高新区银河西路

15015.65 其它

是

四、拟出售资产中包含的土地使用权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汇源通信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如下：

序号 证号 坐落 用途

使用权类

型

终止日期

使用权面积

(㎡)

是否抵

押

1

成 高 国 用 (2012) 第

17970号

成都高新区 （西区）

西芯大道5号

工 业 用

地

出让

2053年12月2

日

34969.28 是

五、注册商标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汇源通信未拥有注册商标。 根据2012年7月1日，成都一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具了《商标使用授权书》，授权

汇源通信及子公司（通信有限、吉迅数码、信息技术、塑料光纤）无偿使用9个商标，授权有效期至汇源通信重组完成止。前述授权使用商标

的情况如下：

六、主营业务情况及财务数据

拟出售资产最近三年的主营业务发展情况详见本预案“第三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四、公司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

七、拟出售资产的预估值情况

由于拟出售资产的经营业绩不太理想，故本次对拟出售资产仅采取资产基础法进行了预估。

以2014年12月31日为预估基准日，置出资产的预估值为25,344.28万元，置出资产的账面价值为15,654.00万元，增值额为9,690.28万

元，增值率为61.90%，预估增值主要系土地使用权和长期股权投资增值所致，其他科目增值幅度较小。

八、拟出售资产的人员安置

本次拟出售资产中，对于汇源通信下属子公司的相关员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改变该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

劳动合同关系继续有效，不存在需要安置的情形。 汇源通信母公司仅涉及4名员工需要安置，具体拟安置计划如下：

1、员工安置的范围

安置的员工范围为上市公司全部在职员工，即截至置出资产交割日前所有与上市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在册员工（不含上市公司下属

控股、参股公司员工）。

2、员工安置的原则

员工安置遵循“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即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时的上市公司全部员工将由明君集团负责承接、安置。

3、员工劳动关系的安排

上市公司届时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具体安排，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由明君集团与员工签署新的劳动合同。明君集团与员工

签署的新的劳动合同只涉及劳动合同主体的变更，不涉及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 明君集团将继续履行重组前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的相关内容。

4、员工薪酬及福利待遇的安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员工在明君集团任职的薪酬福利待遇与在上市公司任职时的薪酬福利待遇相比不会降低。

5、员工社保关系、组织关系、人事档案等的管理与移交

上市公司员工的组织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党团关系）、人事档案、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

等）、公积金等所有关系，均由明君集团负责接收、管理和接续，明君集团将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各种原由上市公司负责缴纳的社会保险

和公积金费用。

6、安置期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通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上市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安排确定员工安置计划的安置

期限。

就员工安置事项，明君集团已在《重组协议》中承诺，安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在交割基准日前提前与汇源通信解除劳

动关系或转移员工而引起的尚未执行的有关补偿或赔偿）由明君集团承担。

峰业科环实际控制人许德富出具《承诺函》，承诺在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实施过程中，如明君集团未承担汇源通信拟出售资产员工在安

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在交割基准日前提前与汇源通信解除劳动关系或转移员工而引起的尚未执行的有关补偿或赔偿）

时，其自愿替明君集团承担相关义务和责任。

第六节 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为峰业科环100%股权，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获得峰业科环100%股权。

峰业科环目前的公司类型为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公司法》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为便于本次交易的达成，实现峰业科环股权向上市公司的顺利交割，峰业科环

将在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后，将公司类型由股份公司整体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办理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一、峰业科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峰业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4月8日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自然人控股）

注册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昭关京杭村

办公地址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邵伯镇昭关京杭村

法定代表人 许德富

注册资本 18,600万元

营业执照号 321088000032957

组织机构代码 75969141-7

税务登记证号 321088759691417

经营范围

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电力、环保及工业设备的制造、安装、调试、运行维护及检修（不包括

供电、输电、受电设备的承装、承修、承试），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环保工程的设

计、施工、调试，非标准件、钢结构、金属容器的制作、安装，防腐保温工程和化工石油设备管道

安装工程施工，压力容器的制造、安装，电力钢架塔、管件、法兰、五金构件、电力金具的制作、安

装，建筑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新型高效、无污染催化剂开发。 （经营范围需行政许可的应取

得许可后经营）

二、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峰业科环主营业务包括烟气脱硫脱硝装置的建造和运营服务，SCR脱硝催化剂制造，脱硫脱硝专用及配套设备制造。 报告期内，峰业

科环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类别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金额 比例

脱硝催化剂 44,416.87 53.39% 38,828.90 46.23% 15,186.30 33.22%

EPC总承包 13,151.92 15.81% 20,755.54 24.71% 4,610.41 10.09%

EP 3,708.04 4.46% - - - -

工程施工 7,785.52 9.36% 9,944.31 11.84% 15,810.74 34.59%

特许经营 9,131.17 10.98% 9,144.51 10.89% 2,915.51 6.38%

钢结构产品 3,103.49 3.73% 5,126.98 6.10% 6,710.19 14.68%

设备维护 1,899.11 2.28% 194.24 0.23% 477.96 1.05%

合计 83,196.13 100.00% 83,994.48 100.00% 45,711.09 100.00%

注：EPC总承包收入包括设计、采购和施工收入，EP收入不含工程施工收入

2014年度、2013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基本持平，较2012年度大幅提升，主要系公司积极把握政策导向，拓展脱硝催化剂和特许经营业

务，脱硝催化剂和特经营业务收入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大幅增加，收入占比逐年提高；同时，公司主动调整业务结构，逐步减少毛利率较

低的钢结构产品销售，其收入占比逐年降低。烟气脱硫脱硝装置施工是公司的传统主营业务之一，公司逐渐从环保设施建安服务提供商发

展成为客户提供最具核心价值和技术含量的设计和工程统筹服务商，具体服务模式由专业承包发展为EPC的工程总承包，为客户提供提

供技术服务、建筑安装施工和设备供货，因此，报告期内，EPC和EP收入呈增长趋势，而工程施工收入逐年下降。

三、峰业科环主要财务数据

峰业科环最近三年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流动资产 99,520.92 100,478.49 74,342.20

非流动资产 57,810.98 44,803.04 44,124.16

资产总计 157,33.19 145,281.53 118,466.36

流动负债 74,374.87 78,015.39 73,145.91

非流动负债 8,175.49 9,717.50 173.85

负债总计 82,550.36 87,732.89 73,319.76

所有者权益 74,781.54 57,548.65 45,146.6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74,781.54 57,548.65 45,146.60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83,248.01 84,126.68 45,795.81

营业利润 15,737.09 14,358.21 3,439.76

利润总额 15,825.03 14,506.84 3,545.90

净利润 13,170.89 12,402.05 2,874.88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170.89 12,402.05 2,874.88

（三）非经常性损益情况

报告期内，峰业科环非经常性损益构成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70 -47.00 2.26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2.61 169.42 102.3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0.96 26.21 1.49

非经常损益小计 87.95 148.62 106.14

所得税影响额 -20.53 -22.29 -15.9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 - -

合计 67.41 126.33 90.2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70.89 12,402.05 2,874.8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103.48 12,275.71 2,784.67

报告期内，峰业科环的非经常性损益主要为政府补贴，主要系政府相关部门为鼓励创新型企业发展给予峰业科环的科研经费支持等

政府补助，报告期内，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逐年增加，具备一定的可持续性。峰业科环非经常性损益合计金额较小，扣除非经常损益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为2,784.67万元、12,275.71万元和13,103.48万元，峰业科环主要依托其主营业务的快速发展，实现了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净利润的快速增长。

四、报告期内的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处理

（一）收入和成本的确认原则和计量方法

1、销售商品收入确认时间的具体判断标准

公司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买方；公司既没有保留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售出的商品实

施有效控制；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商品

销售收入实现。

2、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方法

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采用完工百分比法确认提供劳务收入。提供劳务交易的完工进度，依据已完工

作的测量。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结果不能够可靠估计的，分别下列情况处理：

（1）已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能够得到补偿，应按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金额确认提供劳务收入，并按相同金额结转劳务成本。

（2）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预计不能够得到补偿的，应当将已经发生的劳务成本计入当期损益，不确认提供劳务收入。

3、确认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依据

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企业，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分别下列情况确定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金额：

（1）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2）使用费收入金额，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

（二）建造合同

1、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建造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根据完工百分比法确认合同收入和费用。 完工百分比法，是指根据合同完

工进度确认收入与费用的方法。公司采用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合同完工进度根据累计实际发生的合同

成本占合同预计总成本的比例确定。

固定造价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确定依据为：①合同总收入能够可靠地计量；②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③实际发

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地区分和可靠地计量；④合同完工进度和为完成合同尚需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确定。

成本加成合同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确定依据为：①与合同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公司；②实际发生的合同成本能够清楚地区分

和可靠地计量。

2、建造合同的结果不能可靠估计的，分别情况进行处理：①合同成本能够收回的，合同收入根据能够收回的实际合同成本予以确认，

合同成本在其发生的当期确认为合同费用；②合同成本不可能收回的，在发生时立即确认为合同费用，不确认合同收入。

五、峰业科环业务与技术

（一）峰业科环的主营业务概况

1、主营业务简介

峰业科环致力于大气污染防治业中的烟气脱硫脱硝领域，是集环保技术研发、专用产品和设备制造，工程建造与运营服务为一体的专

业环保服务商。峰业科环主营业务为燃煤电厂烟气脱硫脱硝装置的建造和运营服务，SCR脱硝催化剂制造，脱硫脱硝专用及配套设备制造

等。

峰业科环业务模式所处的产业链如下图：

未来峰业科环将秉承“致力科技环保、缔造碧水蓝天”的经营理念，为客户提供全系列、一站式环保服务为经营宗旨，立足大气污染治

理产业，努力打造成国内领先的专业环保服务商。

最近三年，峰业科环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峰业科环的主要产品、服务简介

（1）烟气脱硫脱硝工程建造业务

烟气脱硫脱硝工程建造业务（或简称“工程建造” ）主要分为工程总承包（又称EPC）和专业分包。 工程总承包指受客户委托，提供烟

气脱硫脱硝系统设施的勘察设计、设备采购及制造、工程施工、安装调试、竣工验收等全过程服务，对建设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造价等

事项全面负责。 专业分包指提供上述业务的部分服务，并对该部分服务承担相应责任。

（2）烟气脱硫脱硝项目的特许经营

烟气脱硫脱硝的运营服务主要为特许经营模式。

烟气脱硫脱硝特许经营模式，在行业内被称为“脱硫脱硝外包” ，是指火电厂将国家出台的脱硫脱硝电价、与脱硫脱硝相关的优惠政

策等形成的收益权以合同形式特许给专业脱硫脱硝公司，由专业脱硫脱硝公司承担脱硫脱硝装置的投资、建设、运行、维护及日常管理，并

按照合同约定完成脱硫任务，承担相应脱硫脱硝责任。特许经营期原则上与脱硫脱硝项目对应的发电设施运行期限相同，亦可根据脱硫脱

硝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该模式下，脱硫脱硝设施一般需由专业脱硫脱硝公司自行投资或买断经营，特许经营期满后整体无偿移交火

电厂。 因此对专业脱硫脱硝公司的资本实力、专业技术及人员都有较高要求。

（3）SCR脱硝催化剂研发、生产、销售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是世界上主流的烟气脱硝技术，SCR工艺对氮氧化物有高效的去除效果，适用于严格标准排放限值的火电行

业，一直以来，与该技术相关的工艺和设备备受火电行业的重视，国内脱硝技术发展初期全部依靠引进国外SCR关键技术和设备。 近年来，

随着我国烟气脱硝技术的国产化及产业化自主创新发展全面提速，适应于中国燃煤复杂多变的SCR技术在全火电行业迅速推广，据统计，

2013年全行业火电SCR脱硝机组容量达3.26亿千瓦，约占现役机组容量的96.18%，较上一年增加了1.65亿千瓦。 而催化剂是 SCR�系统中

的核心设备，其成分、结构、寿命及相关参数直接影响到 SCR�系统脱硝效率和运行状况。 催化剂的制造一般是以TiO2为载体，以V2O5为

活性成分，将两者混合物挤压，组成蜂窝式、板式、波纹式三种类型。 全世界大部分燃煤发电厂（95%）使用蜂窝式和板式催化剂，其中蜂窝

式催化剂由于其强耐久性、高耐腐性、高可靠性、高反复利用率、低压降等特性，得到广泛应用。催化剂成本约占整个脱硝工程造价的 40%

左右；属于易耗品，催化剂的使用寿命约为16000-17000�小时，平均 2-3�年需更换一次。（数据来源：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脱硫脱硝委

员会《我国脱硫脱硝行业2013年发展综述》）

峰业科环SCR催化剂产品及服务为蜂窝式SCR�脱硝催化剂、板式SCR脱硝催化剂及SCR催化剂再生，具体如下：

4、脱硫脱硝专用及配套设备制造、销售

峰业科环具备系统的脱硫脱硝专用及配套设备的研发、设计和生产能力。 主要产品有石灰石－石膏湿法（FGD）脱硫装置相关设备、

SCR脱硝装置相关设备及其配套设备。 峰业科环可根据客户不同需求对设备进行设计及定制，其中主要产品如下：

（三）峰业科环主要业务的工艺/服务流程图

1、脱硫脱硝工程建造服务流程图

（上接A68版）

（下转A7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