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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英科技是否失控

皖通科技与子公司高管各执一词

□本报记者 于蒙蒙

皖通科技10月20日晚回复了深交所关

注函，围绕子公司赛英科技是否失控等问题，

皖通科技与赛英科技高管易增辉各执一词。

皖通科技称， 子公司在接到审计通知后

应当做好接受审计的准备。今年10月，赛英科

技拒绝执行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内审

安排， 并拒绝由公司内部审计部和审计委员

会外聘审计机构组成的审计小组进场审计。

易增辉回应称，10月16日，刘驹一行到

达赛英科技， 以“人员信息我们已经审核

过”为由，拒绝提供内审人员信息供赛英科

技保密办审核。“只要我们审核来审人员信

息符合相关要求，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审

计工作可以正常进行。” 但截至本回复函出

具日， 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未向其提供本

次内审人员的相关信息。根据相关规定，其

拒绝上市公司内部审计部在提供内审人员

信息之前进入赛英科技进行审计。

皖通科技指出，易增辉与他人签署一致

行动协议直接违反其关于不以任何方式直

接或者间接增持公司股份的承诺，试图对董

事会进行重大调整的行为也涉嫌违反承诺。

易增辉反驳称， 基于当时皖通科技股

权较分散，作出承诺是为了确保王中胜、杨

世宁和杨新子对皖通科技的实际控制权。

王中胜等人于2019年3月7日起不再是皖通

科技的实际控制人，皖通科技亦自今年8月

20日起处于无控股股东、 无实际控制人状

态。承诺的基础已经丧失，客观上已不具备

继续履行的条件。

两度转让未果

中来股份实控人再次谋划控制权转让

□本报记者 于蒙蒙

中来股份10月20日午间公告称， 近日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建伟、张

育政的通知， 林建伟及张育政正在筹划控

制权转让事宜， 拟将持有的部分股份转让

给泰州姜堰道得新材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简称“道得新材料” ），预计

本次转让股权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5.7%， 并涉及非公开发行股票及表决权

委托相关事宜。 该事项将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对手方

为国资背景的投资平台， 该事项涉及有权

部门的事前审批。

天眼查显示，接盘方道得新材料背后股

东涉及江苏泰州国资和山西省属国企。中国

证券报记者注意到，林建伟与张育政系夫妻

关系，两人年内已两度筹划控制权转让。 今

年6月和8月，林建伟夫妇先后与贵州乌江能

源投资有限公司、上市公司杭锅股份签署控

制权转让协议，但均以不同原因宣布终止。

曾有合作关系

天眼查显示，道得新材料成立于今年10

月16日，注册资本25亿元，注册地为泰州市

姜堰区。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为上海道得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简称“道得

投资” ）。 而两家出资方均有国资背景。 其

中，泰州三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泰

州三水” ）为江苏泰州国资企业，山西阳煤

道得新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背

后股东涉及山西能源国企阳泉煤业集团。

中来股份曾与泰州三水共同参与投资

基金。 中来股份今年3月披露，控股孙公司

泰州中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泰州三水等

企业签署协议，泰州中来能源、三水投资等

为泰州金茂沿海新能源产业创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的新增合伙人。 公司称，共同

投资金茂沿海基金旨在充分发挥和利用合

伙企业各方的优势和资源， 有利于公司进

一步夯实其在光伏领域的产业基础， 增强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道得新材料所在的泰州市姜堰区与中

来股份颇有渊源。公开报道显示，2016年中

来股份控股子公司泰州中来光电在姜堰区

投资，并成为全球首家量产N型单晶双面电

池企业。 而与泰州三水同属泰州国资的姜

堰国投亦为泰州中来光电的参股股东。

阳泉煤业集团则正在谋求转型。中国证

券报记者注意到，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更名为华阳新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目

前正在办理工商手续。 从企业名称不难看

出，阳泉煤业集团将重点投身新材料产业。

道得投资的执行合伙人为武飞。 公开

资料显示，武飞早前曾在国泰君安、国海证

券、平安信托从事并购业务，其在2014年成

立了道得投资。

两度转让均告吹

中来股份实控人今年以来已几度谋求让

位。公告显示，林建伟和张育政为夫妻关系，

系中来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林建伟、张

育政与其二人控制的苏州普乐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三者为一致行动人。林建伟直接持有公司

股份1.87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99%，通过

苏州普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

0.97%股权； 张育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18亿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16%，通过苏州普乐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0.53%股权。

6月18日，林建伟、张育政与贵州乌江

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乌江能源” ）签

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及《股份表决权

委托协议》，林建伟、张育政拟将其直接持

有的合计1.47亿股公司股份 （占总股本的

18.8745%）分次协议转让给乌江能源。 同

日， 乌江能源与公司重要股东嘉兴聚力伍

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简称

“嘉兴聚力” ）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双

方约定在协议生效后， 将涉及中来股份的

重大事项决策方面保持一致行动关系，以

确立及维护乌江能源对公司的控制地位。

乌江能源实控人为贵州省国资委。

相关高管的职务也在变动。 中来股份

董事会7月22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李炽的书面辞职报告。李炽的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任期为2017年7月12日至2020年

7月11日，现原定任期已满。 因公司筹划中

的实控人变更事项涉及相关职位调整，为

配合公司相关工作，李炽不再续任，辞职后

将继续担任公司战略和审计顾问。

8月10日，中来股份披露，交易双方对

公司的经营管理、 投资等重大事项未能达

成一致，协议解除。中来股份当时还披露，8

月9日，林建伟、张育政与杭锅股份签署了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

转让框架协议》《股份转让协议》及《表决

权委托协议》。 转让完成后，杭锅股份将成

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王水福、陈夏鑫及

谢水琴通过控制杭锅股份成为上市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

不过，时隔两个月后，中来股份再度宣告

转让协议终止。对于终止原因，中来股份称，杭

锅股份董事会、 管理层及控股股东认为现

阶段继续推进本次重组的有关条件不够成熟。

在多次谋求转让的背后， 林建伟夫妇

股权处于高度质押状态。中来股份8月19日

披露， 林建伟夫妇及苏州普乐合计持股

3.18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90%。累积质

押3.08亿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96.82%。 中

来股份称，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

情况良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业绩保持增长

资料显示，中来股份深耕光伏行业，主要

从事背板、N型单晶高效电池和组件的研发、

生产与销售， 以及分布式光伏应用系统的设

计、开发、销售与运维。 公司成立于2008年，

于2014年9月登陆创业板。 上市以来，公司业

绩较稳健，年度归母净利润均为正值。 其中，

2019年业绩增速创下93.41%的峰值。

10月19日晚，中来股份发布三季报，前

三季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6.21亿元，同比增

长44.85%， 主要系子公司高效电池业务以

及电站业务增加所致； 实现归母净利润

2.63亿元，同比增长15.73%。

按单季度计算， 中来股份第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15.88亿元，较二季度环比增长

1.14%；实现归母净利润1.53亿元，环比增

长17.69%。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

资金结算规则进一步明确

□本报记者 刘杨

财政部网站10月20日消

息，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发布《关于促进非水可

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

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

（简称“通知” ），进一步明确

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

金结算规则， 详细规定了风

电、光伏、生物质发电项目全

生命周期的合理利用小时数。

业内人士指出，本次通知

的下发， 项目预期收益将明

确，对项目交易的推进将有较

大促进作用，同时会影响到老

电站的盈利模式，包括海上风

电项目。 后续需关注绿证等

相关配套政策的进展情况。

光伏领跑者项目

增加10%

通知明确，Ⅰ、Ⅱ、Ⅲ类资

源区光伏项目全生命周期的合

理利用小时数分别为32000小

时、26000小时和22000小时，

光伏领跑者项目则根据项目所

在资源区规定的合理利用小时

数上增加10%。

风电方面，风电一类、二

类、三类、四类资源区项目全

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分

别为 48000小时 、44000 小

时、40000小时和36000小时。

海上风电全生命周期合理利

用小时数为52000小时。

生物质发电项目， 包括农

林生物质发电、 垃圾焚烧发电

和沼气发电项目， 全生命周期

合理利用小时数为82500小时。

通知提出，按照《可再生

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管理

办法》 规定纳入可再生能源

发电补贴清单范围的项目，风

电、光伏发电项目自并网之日

起满20年后， 生物质发电项

目自并网之日起满15年后，

无论项目是否达到全生命周

期补贴电量，不再享受中央财

政补贴资金，核发绿证准许参

与绿证交易。

通知强调，当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所发电量超过全生

命周期补贴电量部分，不再享

受中央财政补贴资金，核发绿

证准许参与绿证交易。业内专

家表示，超出合理利用小时数

不再享受补贴。 比如，在20年

补贴周期内电站合理利用小

时数提前完成，此后就不再给

予补贴。

通知要求，各部门加强补

贴项目真实情况核查，价格主

管部门核查电价确定和执行

情况，能源主管部门核查备案

和容量，财政部门核查补贴发

放。若项目业主申报容量与实

际容量不符，将核减不符容量

的2倍补贴资金，电网企业超

额拨付的自行承担。

有利推进项目交易

为促进可再生能源高质

量发展，2020年1月，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

了 《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

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

见》。 本次补充通知是对上述

文件中关于可再生能源电价

附加补助资金结算规则的进

一步明确。

一位光伏业内人士指出，

若以补充通知中明确的合理

利用小时数来计算，三类资源

区普通光伏项目的年合理利

用小时数则分别为1600小时

/年、1300小时/年，1100小时

/年， 光伏领跑者项目则分别

为1760小时/年，1430小时/

年，1210小时/年。 项目预期

收益的明确，有利于推进开展

项目交易。

一位新能源行业人士表

示，补贴政策落地规定了发放补

贴的可利用小时数。这将在一定

程度上推动补贴的发放，也会影

响老电站的盈利模式。 此外，全

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

52000小时会对有补贴的海上

风电项目建设有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