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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Hangzhou�Cogeneration�Group�Co.,�Ltd.

注册资本： 3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许阳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1997年5月26日

股份公司成立日期： 2018年6月20日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2幢1单元701室

电话号码： 0571-88190017

传真号码： 0571-88190017

互联网地址： www.hzrdjt.com

电子邮箱： hzrdjt@hzrdjt.com

二、发行人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热电集团系由热电有限整体变更设立。热电有限以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审

计的截至2018年3月31日账面净资产892,583,743.35元为基础折股整体变更

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公司注册资本为360,000,000股， 其余

532,583,743.35元计入资本公积。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设立时出资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天健验[2018]164号《验资报告》。

2018年6月20日，热电集团在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并取得《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253930310D）。

（二）发起人基本信息

公司发起人为城投集团、杭实集团、华视投资、杭热壹号、杭热贰号和杭热

叁号。 设立时，各发起人的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城投集团 246,600,000 68.50

2 杭实集团 81,000,000 22.50

3 华视投资 18,000,000 5.00

4 杭热壹号 4,872,445 1.35

5 杭热贰号 4,828,940 1.34

6 杭热叁号 4,698,615 1.31

合计 360,000,000 100.00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36,000万股， 本次拟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普通

股4,010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10.00%。 假设公司本次公开

发行股数为4,010万股，则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城投集团（SS） 24,660.00 68.50 24,660.00 61.635

杭实集团（SS） 8,100.00 22.50 8,100.00 20.245

华视投资 1,800.00 5.00 1,800.00 4.499

杭热壹号 487.2445 1.354 487.2445 1.218

杭热贰号 482.894 1.341 482.894 1.207

杭热叁号 469.8615 1.305 469.8615 1.174

社会公众股 - - 4,010.00 10.022

合计 36,000.00 100.00 40,010.00 100.00

（二）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大股东、前十大自然人股东和战略投资者

本次发行前，城投集团、杭实集团、华视投资、杭热壹号、杭热贰号、杭热叁

号合计持有本公司100%的股权。

公司无自然人股东和战略投资者。

（三）国有股或外资股

根据浙江省国资委浙国资产权[2018]30号《浙江省国资为关于杭州热电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管理方案的批复》， 城投集团持有24,660万

股，占总股本68.5%，界定为国有股东；杭实集团持有8,100万股，占总股本的

22.5%，界定为国有股东。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的通

知》（国发［2017］49号）的规定，自该方案印发之日起，《国务院关于印发减

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 ［2001］22号）和

《财政部国资委证监会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

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企［2009］94号）等现行国有股

转（减）持政策停止执行。 按照前述要求，在本次发行上市时，发行人的国有股

东不再根据《关于印发〈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实施办法〉的通知》（财企［2009］94号）转持发行人的相关股份。

本次发行前，公司不存在外资股股东。

（四）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股东城投集团、杭实集团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杭州市人民政府；股东杭

热壹号、杭热贰号、杭热叁号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其中公司董事会秘书赵振华

担任杭热壹号、杭热叁号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除此之外，本次发行前，公司各股

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的主营业务

（一）发行人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

公司是一家主营工业园区热电联产、集中供热的节能环保型企业。

公司提供的主要产品是蒸汽与电力。公司生产的蒸汽向工业园区内的工业

用户供应；电力直接出售给国家电网公司。

热电联产具有节约能源、改善环境、提高供热质量、增加电力供应等综合效

益。 热电厂的建设是城市治理大气污染和提高能源利用率的重要措施，是集中

供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公益性基础设施。公司设立以来，

深耕于热电联产行业，主营业务及主要产品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二）产品的销售模式

1、电力销售模式

公司电力产品直接销售给国家电网公司。公司下属热电厂与当地电力公司

签订《购售电合同》，根据合同将热电项目所发电量并入指定的并网点，实现电

量交割与销售。根据《热电联产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电网企业要优先为背压

热电联产机组提供电网接入服务，热电联产机组所发电量按“以热定电” 原则

全额优先上网并按政府定价结算。

2、蒸汽销售模式

公司蒸汽产品的主要用户为园区的工业用户。 公司与用热用户签订《供用

热合同》，通过供热管网向用户输送生产的蒸汽以实现销售。 供热价格由公司

和热用户依据生产经营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协商确定，并按照煤热价格

联动机制进行调整。

3、煤炭贸易销售模式

目前，公司煤炭贸易销售模式主要有两种：

（1）公司与参股公司上虞杭协签署《供煤协议》，由公司负责采购煤炭并

运输到厂，经上虞杭协验收入库后实现销售。

（2）公司与客户签署《煤炭购销合同》，待公司采购煤炭到港后,通过客户

自提实现销售。

（三）主要原材料需求及采购情况

1、主要原材料采购情况

公司主要原材料为煤炭、天然气。 煤炭、天然气均属于大宗商品，公司煤炭

主要向伊泰能源采购，签署有中长期煤炭购销合同，能保证煤炭供应稳定；公司

天然气主要向上海燃气有限公司采购（原向上海燃气（集团）有限公司采购），

签订有年度供应合同，能保证天然气供应稳定。

公司从事热电联产业务多年， 与主要供应商均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原

材料和能源供应稳定、渠道畅通。

2、主要原材料采购模式

（1）煤炭采购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是煤炭，为保证煤炭供应的稳定、提高采购效率，公

司向煤炭供应商集中采购。经过公司煤炭经营部对多家大型煤炭供应商的供货

实力、价格、信誉、服务等进行考察、洽谈、比较，以分析报告形式提交煤炭经营

分析决策小组会议和热电集团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后，公司与选择确定的煤炭供

应商签订中长期煤炭购销合同。

（2）天然气采购

天然气是燃气热电联产的主要原材料，为确保用气供应的稳定，公司选择

当地燃气供应企业作为燃气供应商。公司下属燃气热电企业上海金联与上海燃

气有限公司签订年度供应合同，每月按实际用量结算。

（3）蒸汽采购

公司子公司宁海热力、舟山热力采购蒸汽纳入自建供热管网后向园区工业

用户供应。 宁海热力、舟山热力分别与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现更名为

国能浙江宁海发电有限公司）、神华国华（舟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

国能浙江舟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供热合同》，按照园区工业用户的计

划需求量提交采购需求。

（四）行业竞争情况以及公司的竞争地位

1、行业竞争情况

热电联产行业属于公用基础设施行业，具有区域自然垄断的特点。 热电联

产上网电量按照“以热定电” 的原则确定，供热量决定了年度上网电量。 同时，

由于热力在传输过程中会存在损耗，长距离热力传输不经济，所以在规划建设

热电联产时以集中供热为前提，这使得供热业务呈现出区域性的分布特点。

另一方面，热电联产项目是根据地方政府城市规划，按照“统一规划、以热

定电、立足存量、结构优化、提高能效、环保优先” 的原则建设，因此在一定地域

范围内热电联产项目数量及规模是有限的。

目前，国内尚未形成全国性的大型供热集团。 热电联产行业呈现出明显的

区域性，行业整体较为分散，行业内企业以在主要热源点附近开发热电联产项

目抢占先发优势、区域排他性优势为主要竞争方式，在城市或区域内行业竞争

度较低。

2、公司的行业竞争地位

公司业务布局合理，已覆盖上海、杭州、丽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等地

区。 公司下属控股、参股热电厂服务范围包括：萧山临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级开发区）、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

术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安吉天子湖现代工业园区（省级开发区）和上海金

山工业区（市级开发区）。依托于上海和浙江的发达经济和优越地理位置，园区

内聚集了大量优质企业，并进一步呈现产业链延伸和集群化发展的趋势，使得

园区的电力和热力消耗不断增长，为公司热电业务未来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司在多年的实际经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 培育了专业素质

高、经验丰富的优秀管理团队，管理团队熟悉各项项目管理流程和项目实施细

节。公司已经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管理经验，实行精细化管理，成

本控制能力较强。

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保管理机制，将环保指标纳

入全面预算管理，对污染物排放量实施严格控制，确保环保设施稳定运行，减少

了“三废” 排放量。 深入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在实现达

标排放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污染物排放标准，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五、与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情况

1、固定资产基本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主要固定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成新率

房屋及建筑物 105,146.16 79,493.00 75.60%

专用设备 185,155.06 133,044.93 71.86%

通用设备 1,646.79 377.69 22.94%

运输工具 1,561.30 306.48 19.63%

其他设备 1,235.20 93.92 7.60%

合计 294,744.52 213,316.02 72.37%

2、房屋建筑物

公司房产权属证书情况如下：

序

号

所有权人 房产证号 房屋坐落位置

建筑面积

（平方米）

用途

他项

权利

1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17058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2幢1单元401室 585.44 非住宅 无

2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17050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2幢1单元402室 562.64 非住宅 无

3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17048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2幢1单元501室 585.44 非住宅 无

4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17041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2幢1单元502室 562.64 非住宅 无

5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17022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2幢1单元601室 585.44 非住宅 无

6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17015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2幢1单元602室 562.64 非住宅 无

7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16998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2幢1单元701室 585.44 非住宅 无

8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217029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2幢1单元702室 562.64 非住宅 无

9 杭丽热电 浙（2019）丽水市不动产权第0028976号 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通济街20号 56,288.43 公共设施 抵押

10 天子湖热电 浙（2019）安吉县不动产权第0007023号

湖州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安吉分区天

子湖区块

24,796.45 工业 抵押

11 上海金联 沪（2019）金字不动产权第014606号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九工路888号 29,945.25 公共服务 无

12 热电工程 余房权证中字第12118696号 中泰街道泰峰村1幢 5,556.87 非住宅 无

13 热电工程 余房权证中字第12118697号 中泰街道泰峰村2幢 3,616.91 非住宅 无

14 舟山热力 浙（2019）舟山市不动产权第0020589号

舟山市海洋产业集聚区自贸大道290号-

厂房一等

1,723.80 公共设施 无

15 宁海热力 浙（2019）宁海县不动产权第0015595号 宁海县强蛟镇强港路31号 2,244.57 公共设施 无

16 临江环保 浙（2020）杭州市不动产权第0084934号

杭州钱塘新区红十五路9633-333号10幢、

杭州钱塘新区红十五路9633-333号8幢等

25套

49,293.23 非住宅 无

注：临江环保相关房产于2020年5月19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

（二）主要无形资产情况

1、注册商标

公司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2、专利

公司拥有8项发明专利，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人

1 一种锅炉燃烧系统 ZL201810176653.3 2019.10.22 天子湖热电

2 一种皮带除尘系统 ZL201810260809.6 2020.5.5 上海金联

3 一种中压双减减温系统 ZL201810020190.1 2020.3.27 临江环保

4 一种锅炉废气处理系统 ZL201810020189.9 2020.4.7 临江环保

5 一种烟气脱硝系统 ZL201810019255.0 2020.5.5 临江环保

6 一种锅炉燃烧系统 ZL201810260796.2 2020.8.28 上海金联

7 一种供料装置以及带有该装置的锅炉燃烧系统 ZL201810260797.7 2020.8.28 上海金联

8 一种布袋除尘装置的布袋去尘器 ZL201810657401.2 2021.2.2 杭丽热电

公司共拥有99项实用新型专利，具体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公告日 专利权人

1 一种低压双减疏水回收装置 ZL201721727145.7 2018.7.27 临江环保

2 一种锅炉尾部脱硫灰的输送装置 ZL201721748532.9 2018.7.27 临江环保

3 一种炉膛出口压力检测装置 ZL201721727167.3 2018.7.27 临江环保

4 一种汽车衡 ZL201721748462.7 2018.7.27 临江环保

5 一种输送带 ZL201721730099.6 2018.7.27 临江环保

6 一种中压减温减压系统 ZL201721748525.9 2018.7.27 临江环保

7 一种用于皮带秤校准的进料装置 ZL201721727337.8 2018.6.22 临江环保

8 一种SNCR脱硝喷枪 ZL201721748554.5 2018.9.21 临江环保

9 一种振动筛 ZL201721726752.1 2018.8.24 临江环保

10 一种除氧器乏汽回收装置 ZL201821662322.2 2019.7.9 临江环保

11 一种化水低位酸罐的进酸口连接装置 ZL201821662003.1 2019.7.9 临江环保

12 一种冷渣器断流保护改造结构 ZL201821662714.9 2019.7.9 临江环保

13 一种炉内取样水回用装置 ZL201821664604.6 2019.7.9 临江环保

14 一种皮带落煤斗防磨损装置 ZL201821664477.X 2019.7.9 临江环保

15 一种智能电度表屏柜 ZL201821662667.8 2019.8.9 临江环保

16 一种密封风的加热装置 ZL201721775030.5 2018.7.20 天子湖热电

17 一种给水泵的暖泵装置 ZL201721773925.5 2018.7.24 天子湖热电

18 一种空预器灰尘的输送装置 ZL201721773933.X 2018.7.24 天子湖热电

19 一种溴化锂溶液的回收装置 ZL201721774961.3 2018.7.24 天子湖热电

20 一种渣库卸料用的降尘装置 ZL201721764314.4 2018.8.3 天子湖热电

21 一种石灰石运输装置 ZL201721765068.4 2018.8.10 天子湖热电

22 一种化水回收利用系统 ZL201721766242.7 2018.8.10 天子湖热电

23 一种管道清灰装置 ZL201820786859.3 2018.12.11 天子湖热电

24 一种热电煤入料斗 ZL201820789070.3 2019.2.12 天子湖热电

25 一种滚筒冷渣机 ZL201820786871.4 2019.1.11 天子湖热电

26 一种输煤皮带降尘装置 ZL201820786609.X 2019.1.11 天子湖热电

27 一种煤渣灰尘处理装置 ZL201820785999.9 2019.2.12 天子湖热电

28 一种二氧化碳回收装置 ZL201821663405.3 2019.6.18 天子湖热电

29 一种定排降温池废水回收系统 ZL201821662711.5 2019.6.18 天子湖热电

30 一种中和池的清洁装置 ZL201821662327.5 2019.6.18 天子湖热电

31 一种输煤皮带降尘装置 ZL201821663404.9 2019.6.18 天子湖热电

32 一种锅炉返料装置 ZL201721763925.7 2020.6.26 天子湖热电

33 一种锅炉返料设备 ZL201721763908.3 2020.6.26 天子湖热电

34 一种石灰石料仓 ZL201820975935.5 2019.1.11 杭丽热电

35 虹吸式加药器 ZL201820975378.7 2019.1.15 杭丽热电

36 一种对管装置 ZL201820975413.5 2019.1.29 杭丽热电

37 一种虹吸式加药器 ZL201820974889.7 2019.5.21 杭丽热电

38 锅炉发电节能装置 ZL201821469062.7 2019.5.21 杭丽热电

39 脱硫废水处理系统 ZL201821469714.7 2019.6.28 杭丽热电

40 一种化水中和池废液泵吸水井防堵装置 ZL201920949827.5 2020.4.21 杭丽热电

41 一种空压机冷却水回收装置 ZL201920949823.7 2020.3.31 杭丽热电

42 一种疏水扩容器 ZL201920949010.8 2020.3.31 杭丽热电

43 一种灰斗蒸汽加热管 ZL201920948352.8 2020.3.31 杭丽热电

44 一种锅炉给煤密封风系统 ZL201920948247.4 2020.3.31 杭丽热电

45 一种锅炉落渣管水冷装置 ZL201920948215.4 2020.3.31 杭丽热电

46 一种冷干机冷却水调节装置 ZL201920947894.3 2020.6.30 杭丽热电

47 一种减压阀执行机构 ZL201820413749.2 2018.11.9 上海金联

48 冷渣器断水断流保护装置 ZL201820413755.8 2018.11.9 上海金联

49 汽动泵排汽回收系统 ZL201820413729.5 2018.11.9 上海金联

50 化水板式换热器疏水回收系统 ZL201820413690.7 2018.11.9 上海金联

51 一种空压机冷却系统 ZL201820414692.8 2018.11.9 上海金联

52 中继水泵水位控制系统 ZL201820415005.4 2018.10.12 上海金联

53 除尘器灰斗加热蒸汽回收系统 ZL201820415055.2 2018.11.20 上海金联

54 锅炉蒸汽取样水回收装置 ZL201820415030.2 2018.12.18 上海金联

55 一种反渗透装置进水管过滤系统 ZL201820415131.X 2018.12.18 上海金联

56 一种高压水泵打水循环系统 ZL201820414875.X 2018.12.4 上海金联

57 一种热电厂水循环再利用装置 ZL201921347980.7 2020.5.1 上海金联

58 一种热电疏水处理系统 ZL201921347899.9 2020.6.5 上海金联

59 一种热电高温尾气余热再利用装置 ZL201921347896.5 2020.6.16 上海金联

60 一种热电仪表隔热装置 ZL201921347844.8 2020.3.27 上海金联

61 一种热电厂工作仪表校准装置 ZL201921341682.7 2020.4.03 上海金联

62 一种热电水循环系统 ZL201921341614.0 2020.4.21 上海金联

63 一种热电废气回收装置 ZL201921341612.1 2020.5.1 上海金联

64 一种热电锅炉蒸汽取样装置 ZL201921341611.7 2020.6.16 上海金联

65 一种热电冷却系统 ZL201921341574.X 2020.3.27 上海金联

66 一种节水型锅炉 ZL201921341572.0 2020.6.16 上海金联

67 一种含有塑封套的热力管道隔热支承件 ZL201520151811.1 2015.8.19 热力管业

68 一种预制架空复合保温管 ZL201620794020.5 2017.5.31 热力管业

69 一种用于管道喷涂的滚轮架 ZL201721793026.1 2018.12.25 热力管业

70 一种防止喷涂原料溅洒的喷涂小车 ZL201721793977.9 2018.12.25 热力管业

71 一种便于稳定升降的搅拌装置 ZL201721793893.5 2018.10.19 热力管业

72 一种便于安全清理外表面废屑的操作面板 ZL201721791810.9 2018.10.19 热力管业

73 一种具有防护功能的变频搅拌机 ZL201721793092.9 2018.10.19 热力管业

74 一种便于移动和制动的搅拌机 ZL201721793087.8 2018.10.19 热力管业

75 一种使用方便的用于金属压缩的液压装置 ZL201721800438.3 2018.10.19 热力管业

76 一种保证搅拌质量的搅拌机 ZL201721791761.9 2018.8.21 热力管业

77 一种防止误操作的操作面板 ZL201721793979.8 2018.8.21 热力管业

78 一种钢套钢埋地蒸汽管道固定装置 ZL201721793978.3 2018.8.21 热力管业

79 一种管道连接件 ZL201721793068.5 2018.8.21 热力管业

80 一种减震效果好的管道固定装置 ZL201721791735.6 2018.8.21 热力管业

81 一种具有加工过程中处理翻边功能的剪板机 ZL201721793067.0 2018.8.21 热力管业

82 一种卷板机辊轴的改良机构 ZL201721793959.0 2018.8.21 热力管业

83 一种可减少热辐射的工业热力输送管道 ZL201721793980.0 2018.8.21 热力管业

84 一种抛丸机用的弹丸回收装置 ZL201721793050.5 2018.8.21 热力管业

85 一种稳定效果好的可升降搅拌机 ZL201721791805.8 2018.8.21 热力管业

86 一种稳定性好的聚氨酯发泡机 ZL201721793901.6 2018.8.21 热力管业

87 一种用于测试保温材料性能的装置 ZL201721793916.2 2018.8.21 热力管业

88 一种自动送料的卷板机 ZL201721793904.X 2018.8.21 热力管业

89 一种布袋除尘器 ZL201821662552.9 2019.9.13 天子湖热电

90 一种燃料输送系统 ZL201821661983.3 2019.9.3 天子湖热电

91 一种卡槽式防翻风帽 ZL202020369882.X 2020.11.17 临江环保

92 一种流化风机控制电路 ZL202021410026.0 2021.2.26 临江环保

93 一种水汽取样装置 ZL202020656976.5 2020.12.18 杭丽热电

94 一种空压机排水系统 ZL202020660313.0 2021.1.8 杭丽热电

95 一种锅炉启动排汽回收装置 ZL202020658654.4 2021.1.22 杭丽热电

96 一种除尘器灰斗加热蒸汽疏水系统 ZL202020657170.8 2021.1.29 杭丽热电

97 一种锅炉脱硫循环系统 ZL202020658653.X 2021.2.2 杭丽热电

98 一种具有破碎装置的破碎机 ZL202020656688.X 2021.2.12 杭丽热电

99 一种破碎机进料口避震器 ZL202020657049.5 2021.2.12 杭丽热电

3、土地使用权

公司已取得土地权属证书的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权人 土地证号 坐落位置

使用权

类型

面积（㎡） 用途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1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217058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

2幢1单元401室

出让 117.1 综合（办公） 2053.6.21 无

2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217050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

2幢1单元402室

出让 112.6 综合（办公） 2053.6.21 无

3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217048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

2幢1单元501室

出让 117.1 综合（办公） 2053.6.21 无

4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217041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

2幢1单元502室

出让 112.6 综合（办公） 2053.6.21 无

5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217022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

2幢1单元601室

出让 117.1 综合（办公） 2053.6.21 无

6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217015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

2幢1单元602室

出让 112.6 综合（办公） 2053.6.21 无

7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216998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

2幢1单元701室

出让 117.1 综合（办公） 2053.6.21 无

8 热电集团

浙（2018）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217029号

滨江区长河街道江南星座

2幢1单元702室

出让 112.6 综合（办公） 2053.6.21 无

9 天子湖热电

浙（2019）安吉县不动

产权第0007023号

湖州省际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安吉分区天子湖区块

出让 83,511 工业用地 2061.3.23 抵押

10 上海金联

沪（2019）金字不动产

权第014606号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九工

路888号

划拨 114,594.2 公共基础设施 - 无

11 杭丽热电

浙（2019）丽水市不动

产权第0028976号

丽水市莲都区南明山街道

通济街20号

出让 113,049.9 公共设施用地 2062.1.29 抵押

12 临江环保

浙（2020）杭州市不动

产权第0084934号

杭州钱塘新区红十五路

9633-333号10幢、杭州钱

塘 新 区 红 十 五 路

9633-333号8幢等25套

划拨 126,681 公共设施用地 - 无

13 宁海热力

浙（2019）宁海县不动

产权第0015595号

宁海县强蛟镇强港路31号 出让 3,333.36 公共设施用地 2064.5.15 无

14 舟山热力

浙（2019）舟山市不动

产权第0020589号

舟山市海洋产业集聚区自

贸大道290号-厂房一等

出让 1,721 公共设施用地 2064.2.12 无

15 热电工程

杭余出国用（2012）第

119-141号

余杭区中泰街道泰峰村 出让 12,667 工业用地 2060.5.17 无

4、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公司共拥有20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著作权人 软件名称 登记号 首次发表日期 取得方式

1 临江环保 ROSE�MIRROR�HA双机冗余软件V1.0 2018SR084633 2016.12.21 原始取得

2 临江环保 临江环保热电信息管理系统软件V1.0 2018SR084617 2017.5.16 原始取得

3 临江环保 临江环保热电电气综合保护系统软件V1.0 2018SR086473 2015.6.10 原始取得

4 临江环保 临江环保热电热网监测系统软件V1.0 2018SR086464 2016.6.17 原始取得

5 临江环保 Pro�Surveillance�System监控软件V1.0 2018SR084627 2017.7.28 原始取得

6 杭丽热电 锅炉烟煤高效燃烧热效率控制软件V1.0 2018SR117833 2016.6.13 原始取得

7 杭丽热电 煤仓机械运输自动化管理软件V1.0 2018SR117823 2016.8.22 原始取得

8 杭丽热电 煤灰除尘气体电离控制软件V1.0 2018SR117253 2017.6.15 原始取得

9 杭丽热电 汽轮发电机发电生产软件V1.0 2018SR118064 2015.11.5 原始取得

10 杭丽热电 粉煤灰智能输送控制管理软件V1.0 2018SR117264 2017.12.23 原始取得

11 天子湖热电 天子湖热电燃料综合管理软件V1.0 2018SR393876 2017.12.1 原始取得

12 天子湖热电 天子湖热电发电供热控制网络智能软件V1.0 2018SR392348 2017.6.13 原始取得

13 天子湖热电 天子湖热电燃气蒸汽联合循环机组分散控制软件V1.0 2018SR393511 2015.12.22 原始取得

14 天子湖热电 天子湖热电脱硫在线监测软件V1.0 2018SR393292 2016.6.21 原始取得

15 天子湖热电 天子湖热电锅炉补给水全程自动控制软件V1.0 2018SR392360 2016.12.17 原始取得

16 上海金联 金联热电能源安全中心管理软件V1.0 2018SR581356 2017.9.25 原始取得

17 上海金联 金联热电能源管理智能化平台软件V1.0 2018SR587627 2017.11.22 原始取得

18 上海金联 金联热电能量回收显示系统软件V1.0 2018SR583742 2015.12.15 原始取得

19 上海金联 金联热电能量智能处理系统软件V1.0 2018SR585101 2016.6.26 原始取得

20 上海金联 金联热电能源转化系统控制软件V1.0 2018SR581427 2017.8.17 原始取得

六、同业竞争情况

（一）和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同业竞争情况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工业园区热电联产、集中供热。 城投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68.5%的股权，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城投集团主要经营市政府授权的国有资

产，主要从事城建资产经营、资本运作和城市资源开发，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

争。

（二）本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1、控股股东与发行人从事相同或相似业务的企业

（1）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热、电产品的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要从事的业务 持股比例 状态

1 义乌天子岭发电有限公司 垃圾填埋场沼气发电 环境集团持股100% 运营中

2 杭州天子岭发电有限公司 垃圾填埋场沼气发电 环境集团持股100% 运营中

3 浙江天子岭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垃圾处理、垃圾填埋场沼气发电 环境集团持股100% 运营中

4 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环境集团持股50% 运营中

5 杭州城市能源有限公司

LNG贸易、分布式能源项目开发、合同能

源管理及节能设备销售

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运营中

义乌天子岭发电有限公司、杭州天子岭发电有限公司、浙江天子岭环境服

务有限公司、杭州临江环境能源有限公司系环境集团下属公司，环境集团主营

业务是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 垃圾填埋场发电业务和垃

圾焚烧发电是有效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途径，是其垃圾综

合处理业务的延伸。

杭州城市能源有限公司主要业务系LNG贸易及针对客户的一对一分布式

能源建设和管理，主要客户为存在节能需求的单一物业综合体、酒店及医院等；

该公司从事的分布式能源项目提供的冷、热、电产品均针对单一合同对象销售，

所发电量并网不上网，亦不对合同对象以外的客户销售，且在已有热源点的工

业集中供热范围内，该公司不能从事相关冷、热、电产品的生产销售及分布式能

源建设。

（2）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在经营范围上涉及热、电产品的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主要从事的业务 持股比例

1 天子岭（象山）静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垃圾填埋、处理 环境集团持股100%

2 杭州环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 尚未开展业务 环境集团持股51%

天子岭（象山）静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及杭州环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营业

范围中存在沼气发电，其中天子岭（象山）静脉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主要业务系

垃圾填埋，未从事沼气发电业务；杭州环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存在沼

气发电，目前尚未实际从事经营活动。

2、关于不构成同业竞争的说明

根据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等五部委2016年颁布的 《热电联产管理办

法》，以蒸汽为供热介质的热电联产机组，供热半径一般按10公里考虑，供热范

围内原则上不再另行规划建设其他热源点，背压热电联产机组暂不参与市场竞

争，所发电量全额优先上网并按政府定价结算。

发行人主要从事热电联产、集中供热业务，定位于满足配套工业园区的热

力需求，电力作为供热的副产品上网销售。 发行人下属热电厂均为背压热电联

产机组，所发电量由电力公司全额收购，且在规划的供热区域内具有垄断地位，

因此发行人热电联产业务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提供热、电产品的企业不存在

竞争关系，不构成同业竞争。

3、关于避免/不构成同业竞争的相关确认、承诺

（1）控股股东及其下属企业关于与发行人不构成同业竞争的确认函

城投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出具确认函， 确认：“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的

业务与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相互独立、 不存在同业竞

争。 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企业自主开展业务，与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主要客户、供应商重叠的情形，不存在产品、市场、采购销

售渠道重叠的情形，不存在共享市场资源、客户资源、业务上依赖的情形，不存

在对外共同投资经营项目的情形， 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不存在为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承担成本费用、利益输送或存

在利益安排等情形。 ”

（2）控股股东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为了避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城投集团向公司出具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如下：

“1、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业务与发行人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

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

2、将尽一切可能之努力使本公司其他关联企业不从事与发行人相同、类似

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业务；

3、如本公司直接或间接参股的公司从事的业务与发行人有竞争，则本公司

将作为参股股东或促使本公司控制的参股股东对此等事项实施否决权；

4、不向其他业务与发行人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

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发行人的专有技术、客户信息等商业秘密；

5、 如果未来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拟从事的新业务可能与发行

人存在同业竞争，本公司将本着发行人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优先的原则与发

行人协商解决；

6、 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获得的商业机会与发行人主营业

务发生同业竞争或可能发生同业竞争的，本公司承诺将上述商业机会通知发行

人，在通知中所指定的合理期间内，如发行人作出愿意利用该商业机会的肯定

答复，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无条件放弃该商业机会，以确保发

行人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7、 如出现因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而导致发行人或其他股东权益受

到损害的情况，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8、本承诺函自本公司签署之日起生效，其效力至本公司不再是发行人的控

股股东之日终止。 ”

（三）本公司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同业竞争情况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企业国有资产法》第十一条

规定，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

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

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该法第十二条规定，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代表

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依法享有资产收益、 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

者等出资人权利。 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杭州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杭州

市国资委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授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等法律法规履行出资人职责，监管市属经营性

国有资产。

除控股股东城投集团下属企业外，杭州市人民政府控制的下属企业中从事

电力、热力生产供应相关业务的主要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设立时间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结构 经营范围 主营业务

1

杭州轻华热电有

限公司

1994.8.30 3,000

杭实集团间接持

股100%

服务： 节能项目的技术开发和成果

转让，新产品技术业务咨询；工业用

电和工业用汽的生产 （限分支机构

经营）；批发：煤炭（无存储）。

无实际经营，2017年根据浙

江省发改委要求已关停并拆

除发电机组， 并于2020年

12月完成注销登记。

2

杭州望江热电有

限公司

1998.8.18 26,400

杭州市金融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45%

火力发电；蒸汽、热水生产含下属分

支机构的经营范围

无实际经营，并于2016年被

吊销营业执照

3

呼和浩特嘉盛新

能源有限公司

2013.6.5 11,000

杭州市金融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股70%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

垃圾焚烧处理发电 （此项目仅供办

理审批许可， 未经审批不得从事经

营活动）及发电等衍生产品的销售；

环保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资源再生

及综合利用的技术开发与咨询服务

垃圾焚烧发电

4

江西景圣环保有

限公司

2012.7.20 10,125

杭州市金融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股70%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污水综合

处理；堆肥；蒸汽；机砖综合利用业

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垃圾焚烧发电

5

淄博绿能新能源

有限公司

2015.9.6 38,375

杭州市金融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间

接持股70%

垃圾焚烧发电、销售；工业及民用热

力、蒸汽生产和销售；灰渣、废铁销

售；环保及新能源项目的建设。

垃圾焚烧发电

上述五家企业中，呼和浩特嘉盛新能源有限公司、江西景圣环保有限公司、

淄博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主营业务均为垃圾焚烧发电，与杭州热电

的主营业务燃煤燃气热电联产不同，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杭州轻华热电有限

公司、杭州望江热电有限公司均无实际经营。

杭州市国资委出具了 《关于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事项的说明》，除城投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外，杭州市国资委所直接监管的其他

企业及其下属企业的实际经营业务与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不存在竞争关系。

七、关联交易

（一）经常性关联交易

1、出售商品和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金额 收入占比 金额 收入占比 金额 收入占比

上虞杭协

煤炭 38,312.52 18.35% 39,545.54 19.75% 42,872.20 22.04%

管网安装和维修服务 1,286.90 0.62% 1,674.43 0.84% 948.44 0.49%

热力管道和管件 65.75 0.03% 25.04 0.01% 41.64 0.02%

管理费 10.15 0.01% 13.30 0.01% 13.19 0.01%

华丰纸业 蒸汽 2,087.94 1.00% 1,998.67 1.00% 2,003.47 1.03%

蓝孔雀 蒸汽 - - - - 152.84 0.08%

注：热电集团向上虞杭协销售煤炭，上虞杭协向公司控股子公司热力管业

采购热力管道和管件；公司全资子公司热力工程为上虞杭协提供管网安装和维

修服务。

上虞杭协系公司参股子公司，亦从事热电联产业务。上虞杭协由公司、协联

大众及其关联方、上虞投资共同出资设立。 根据上虞杭协合资经营合同及其公

司章程等文件约定，公司推荐人员担任总经理及负责生产的副总经理，总经理

全面组织领导合营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的各项工作。由于公司长期从事热电业

务，具有稳定的煤炭采购渠道，经验丰富的热力管道安装与维修服务，可以提供

质量可靠的热力管道和管件等专用材料设备，报告期内，为确保上虞杭协管网

建设及生产安全、有序进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上虞杭协提供煤炭、销售热力

管道和管件、管网安装和维修服务等服务。上述交易价格系参考市价确定，价格

公允。

华丰纸业和蓝孔雀为公司股东杭实集团控股子公司，均位于天子湖热电所

在园区，因其生产需要向天子湖热电采购蒸汽。交易价格参考市价确定，价格公

允。

2、采购商品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交易内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杭州远洋新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物业管理费 - - 30.31

杭州天然气有限公司 燃气费 1.24 1.69 1.87

杭州远洋新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为江南豪园（含江南星座办公楼）提供

专业物业管理服务，公司总部办公场所位于江南星座办公楼的部分楼层，故公

司需要向其支付物业管理费。 杭州远洋新时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参考市场价

格，向公司收取物业管理费，价格公允。 因2019年起江南豪园的物业管理公司

发生变更，该项关联交易终止。 公司向杭州天然气有限公司采购天然气主要为

公司食堂所用，杭州天然气有限公司参照杭州市物价局发布的天然气指导价格

及价格调整通知向公司销售天然气，交易价格公允。 上述交易价格均系参考市

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上述关联采购金额较小，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影

响较小。

3、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度，公司分别向关键管理人员支付薪酬合计

707.47万元、749.71万元和797.81万元。

4、员工借用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员工借用人数 37 40 42

代为支付的五险一金（万元） 334.17 459.91 450.57

注：上表为年度平均借用人数

上虞杭协设立时， 为确保上虞杭协工程项目尽早建成和投产后的高效运

行，其当时处于引进外资的大环境中，根据城投集团出具的《关于杭州热电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绍兴上虞杭协热电有限公司人员借用事宜的确认函》，由于

历史原因，上虞杭协向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借用生产技术人员，该些借用人员在

上虞杭协工作，由上虞杭协承担借用人员在借用期间的薪酬、社会保险及住房

公积金等全部费用，且出于杭州医疗条件、购房需要等因素考虑，由发行人或其

子公司代为缴纳社保公积金。

（二）偶发性关联交易

1、关联担保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已不存在正在履行中的关联担保事宜。 报告期

内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最高担保额/担保金额 担保期间 是否履行完毕

热电有限 城建发展 27,000.00 2016.6.30-2018.1.30 是

城建发展 热电有限 18,000.00 2016.7.21-2018.7.2 是

城建发展 热电有限 3,000.00 2017.2.14-2018.2.2 是

2、资金统一存放

根据浙江省国资委浙国资发〔2015〕5号《关于进一步规范省属企业资金

存放等财务事项管理的意见》和杭州市国资委杭国资发〔2016〕7号《关于进

一步规范市属国有企业资金存放等财务事项管理的意见》 等有关加强国有企

业资金存放等财务事项管理的相关文件精神，城投集团与相关银行进行战略合

作，对其下属全资、控股企业（上市公司除外）实施金融账户资金统一存放等财

务管理。 报告期内，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参与城投集团资金统一存放管理的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项目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城投集团

期初余额 - - 7,502.37

资金池转出 - - 81,415.98

资金池转入 - - 73,913.60

期末余额 - - -

资金集中管理不影响公司拥有被归集资金的所有权，公司对在资金集中管

理的内部存款账户中的资金拥有所有权和使用权，可对其所有资金进行自由支

配，即公司需要使用资金时，仅需向银行下达操作指令即可。 报告期内，公司纳

入城投集团统一资金管理的活期存款利率按照单位协定存款利率执行，有效提

高了公司的资金收益率。 2018年7月底，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已不再纳入城投

集团的资金统一管理范围。

3、其他偶发性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事项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城建发展 担保补偿支出 - - 7.44

杭州燃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燃气安装支出 31.07 0.41 -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担保补偿收支，系双方因融资需要进行互保，本着互

保等额原则，但担保双方在互保过程中，实际担保金额会存在差异，提供担保金

额较多的一方按照担保差额的0.5%/年向对方收取费用。 上述交易价格均系参

考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上述关联交易金额较小，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三）关联方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1、应收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与关联方应收款项余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上虞杭协 2,748.30 137.42 622.21 35.05 1,591.51 79.58

应收账款 华丰纸业 283.63 14.18 216.69 10.83 250.23 12.51

其他应收款 上虞杭协 41.49 2.07 28.69 1.43 120.91 9.86

合同资产 上虞杭协 349.46 17.47 - - - -

2、应付关联方款项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与关联方应付款项余额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 2020.12.31 2019.12.31 2018.12.31

应付账款 杭州燃气工程安装有限公司 13.97 - -

（四）报告期内关联交易的程序履行情况以及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报告期发生的关联交易均履行了其当时的《公司章程》及其他文件规

定的程序。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的合法性和交易价格的公

允性发表如下意见：“公司在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根据公司业务的实际

需要发生的，具有合理的必要性，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和独立性产生

不利影响，公司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占用或转移公司资金或资产的情况；关联

交易履行程序符合交易当时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决策程序；关

联交易均基于正常的商业交易条件进行，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体现了公平合理

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

（五）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措施

公司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完善了的股东大会、董事

会、监事会制度，并通过《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关联交

易决策制度》 等制度， 对关联交易的决策和程序等方面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规

定。今后公司将尽量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将严格按

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进行操作，确保关联交易的公平、公允、合

理。

公司将注重独立董事作用的发挥，独立董事将在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和减

少关联交易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积极保护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控股股东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已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承诺如下：

1、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除发行人以外的其他企业将尽量减少与发行人

之间发生关联交易；

2、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

他企业将与发行人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交易协议，关联交易价格依照与无关联

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

公允性；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发行人公司章程的规

定，履行关联交易决策、回避表决等公允程序，及时进行信息披露，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3、 保证不要求或不接受发行人在任何一项市场公平交易中给予本公司及

本公司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优于给予第三者的条件；

4、保证将依照发行人公司章程行使相应权利、承担相应义务，不利用本公

司的身份谋取不正当利益，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转移发行人的资金、利润，保证

不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5、如违反上述承诺，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充分赔偿或补偿由此

给发行人造成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损失。

八、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一）董事会成员

本公司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1名、独立董事3名。 职工董事

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其余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任期3年，除独立董

事外其他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独立董事的连任时间不得超过6年。公司现

任董事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职务 本届任职期间

许 阳 董事长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李伟明 董事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陆舞鹄 董事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魏美钟 董事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黄国梁 董事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赵鹤立 职工董事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林 伟 独立董事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戴梦华 独立董事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陈 臻 独立董事 2018年6月至2021年6月

许 阳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曾任杭州市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杭州市排水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杭州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

长，热电有限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上接A26版）

（下转A2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