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000967

公告编号：2020-099 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控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基于整体发展战
略，持续聚焦“智慧环卫”核心业务，优化资源配置和资产结构，对非核心业务
资产进行战略剥离，拟在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
盈通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佛山盈通”）控股权。
2、本次拟预披露挂牌转让佛山盈通控股股权信息，仅为挂牌不构成交易行
为。届时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签订及资产转让交付等事项，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重新履行审议程序提交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最终能否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0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公开挂牌转让子公司控股权的议案》，为优化公司产业结构，加快
公司产业转型升级步伐，集中资源投放战略核心业务“智慧环卫”产业，公司拟
转让全资子公司佛山盈通 51%-100%的控股权，首次挂牌底价不低于 100%股权的
净资产 49,250.73 万元（最终转让价款在竞拍股权转让比例不低于 51%的前提下，
按照下面公式计算：转让价款 = 竞拍股权转让比例 * 49,250.73 万元 ）。如
首次挂牌未征集到意向受让方，同意下调挂牌价格，每次下调幅度不超过前次挂
牌价格的 20%，最终交易价格以公开挂牌征集结果为准，届时本次交易相关协议
签订及资产转让交付等事项，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重新履行审议程序提交董事
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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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转让子公司控股股权以公开挂牌方式进行，交易对方尚未确定。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工商信息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盈通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MA55FMU700
住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君兰社区怡兴路 8 号盈峰商务中心
法定代表人：卢安锋
注册资本：35,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电线、电缆经营；电气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
发。
（二）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广东盈峰环境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广东盈
峰环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佛山盈通 100%股权。
（三）财务状况
1、佛山盈通重述合并财务报表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营业收入

180,901.36

273,461.29

营业成本

170,369.35

254,490.49

净利润

2,332.95

3,966.35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49,250.73

41,965.73

总资产

124,785.44

122,294.30

负债

68,974.61

74,179.38

（四）佛山盈通子公司概况：
1、辽宁东港电磁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681120411437N
住所：东港市北井子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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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焦万江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加工销售电磁线、电缆、电线、铜材、铜排、铜带、电子元器件
(高周波变压器)、绝缘材料、包装纸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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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佛山盈通持有辽宁东港电磁线有限公司 100%股权。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营业收入

74,830.72

106,858.03

营业成本

73,058.34

103,456.84

净利润

919.44

1,136.22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18,257.56

17,386.06

总资产

48,463.84

47,390.50

负债

30,206.28

30,004.43

2、安徽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200557842985X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高新区南区杨河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卢安锋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及电工器材、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电工专用设备研发、
加工、制造、销售及相关进出口业务（凭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证经营）
股权结构：佛山盈通持有安徽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营业收入

28,618.10

44,697.01

营业成本

27,566.57

41,1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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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180.83

741.99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12,155.79

11,974.96

总资产

24,223.21

26,289.24

负债

12,067.42

14,314.28

3、广东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606733104894F
住所：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工业园第二十三区
法定代表人：马刚
注册资本：1,488万美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经营耐高温耐冷媒绝缘漆包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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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佛山盈通持有广东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威奇”）
75%的股权，嘉禾电器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广东威奇25%的股权。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

营业收入

80,352.86

125,064.46

营业成本

72,644.75

113,066.25

净利润

1,643.57

2,784.19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净资产

25,147.72

23,504.15

总资产

48,932.95

53,128.14

负债

23,785.23

29,623.99

四、定价依据及交易安排
公司将通过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的方式，按照首次挂牌价格按不低
于 100%股权的净资产 49,250.73 万元转让价格转让佛山盈通控股权，受让方及
最终成交价格、交易比例以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实际确认为准（最终转让价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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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拍股权转让比例不低于 51%的前提下，按照下面公式计算：转让价款 = 竞拍
股权转让比例 * 49,250.73 万元 ）。公司将依据该确认结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重新履行审议程序提交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及信息披露义务。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充分把握国家经济形势和环保行业的发展趋势，实施产业聚焦战略，将
主业聚焦在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智慧环卫。公司对于非核心业务电磁线产业战略
剥离，盘活了存量资源，提高了资产经营能力和运营质量，增强了上市公司的整
体竞争实力。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将在浙江省股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后续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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