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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望于国资纾困的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茂硕电源”）又有新消息。
日前，茂硕电源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顾永德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德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圳德旺”）与

济南产发资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济南产发资本”）签署了《股份转让框架协议》（下称“协议”），如本次交易顺利完成，则济
南国资委将成为茂硕电源的实际控制人。

这已经是近 1 年来，茂硕电源第二次寻求国资入主。 作为国内首家以 LED 驱动电源为主业的上市公司，上市以来其业绩表
现并不令人满意，且为培育新利润增长点投资的光伏业务非但未能挽救公司，反而成为包袱。

截至目前，茂硕电源的股价维持在 9 元/股左右，较巅峰时期的逾 31 元大幅萎缩。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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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智能科创板
IPO终止

本报讯 实习记者董梓童报道： 国网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国网智
能”）首次科创板 IPO 之旅终止。 日前，上
交所公开表示终止国网智能的发行上市
审核工作。 上交所称，由于国网智能科及
其保荐机构中信证券撤回发行上市申请
文件，根据《审核规则》第六十七条的有关
规定，决定终止对国网智能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

据悉，国网智能是国家电网旗下子公
司， 国家电网是国网智能的实际控制人。
国网智能主要从事以电力机器人为核心
的智能运维系统、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备
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主要应用于电
力行业的输电、变电、配电和用电环节。

同时，国网智能是国家电网定位的唯
一一家专业从事以电力机器人为核心的
智能运维平台。 记者梳理公开信息发现，
国家电网系统内的平高集团、 许继集团、
国网电科院、国网信通、山东电工电气等
存在生产、销售构成智能运维系统的部分
产品的情形，但均未将以电力机器人为核
心智能运维业务作为其主营业务和发展
方向。

自去年 6 月召开科创板上市工作启
动会后，国家电网多次表态推动国网智能
科创板上市，市场对国网智能冲刺科创板
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本次科创板 IPO 申
请，国网智能拟募资 10.34 亿元，全部用
于国网机器人科技产业园项目的建设工
作， 其中 5.77 亿元为生产制造及运营管
理中心建设项目用资， 另外 4.57 亿元为
研发及检测中心建设项目。

今年 6 月 4 日，上交所正式受理了国
网智能的首次科创板 IPO 的申请文件，
并于 7 月 2 日提出了首次问询，但截至 9
月底提交撤回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公开网
站上尚未有此次问询回复相关信息。

招股说明书显示，2017—2019 年，国
网智能分别实现营收 8.92 亿元、11.69 亿
元和 14.54 亿元， 净利润分别为 3148.42
万元、5768.97 万元和 8059.46 万元。 自国
家电网 2013 年将电力机器人纳入集招范
围以来，国网智能在国网集招中累计中标
台数 400 余台，占国网集招电力机器人总
数比重 30%以上，在国网集招市场占有率
为业内第一。 2017—2019 年，国网智能向
国家电网及其下属企业提供智能运维和
新能源相关产品及服务销售收入占总营
收的 86.33%、85.35%和 87.57%。

天翔环境全力推进
破产重整

本报讯 实习记者董梓童报道：日前，
成都天翔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翔
环境”）公告称，公司正全力推动进入破产
重整程序。截至 9 月 30 日，公司已根据监
管部门相关要求完成了包括关联方资金
占用清欠方案的申请破产重整全套材料
的呈报，目前四川省人民政府已完成申报
材料的审批，并向证监会致《关于商请支
持天翔环境实施破产重整的函》。

据了解，天翔环境主营业务集中在节
能环保及清洁能源领域，主要生产包括分
离机械设备系列和水轮发电机组成套设
备在内的产品，2018 年因实际控制人邓
亲华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而引发系列危机。
2018 年年报显示，截至当年底，邓亲华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高达 24.31 亿元。 天翔环
境并未及时对外披露，直至迎来证监会的
调查后才被公众知晓并因此遭到处罚。此
后，天翔环境资金链断裂、业务停滞、债务
逾期等问题接踵而至， 并遭遇纠纷诉讼、
银行账户冻结、资产冻结等事项，公司可
持续性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截至目前，上述情况仍未好转。 天翔
环境 2020 年半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
司持续受去年债务危机影响陷入债务困
境，环保项目推进基本停滞，部分环保项
目被动终止，导致项目违约，公司正常生
产经营受到重大影响， 在本次审计中，出
现了往来款函证大量未回函情形，公司目
前的应收款项回收情况不太乐观。

此外， 因 2019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为
负， 且 2018 年、2019 年年度财务会计报
告均被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根据深交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及上市委审核意见，天翔环境股票于今
年 5 月被暂停上市。截至 9 月 30 日，天翔
环境及子公司金融机构借款累计将逾期
约 36.74 亿元，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216.15%。

天翔环境表示，公司及管理层正努力
寻求满足切实可行解决关联方资金占用
问题之监管要求的有效途径与方案，若公
司本月底前能获批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则
有信心尽快完成破产重整、彻底解决关联
方占用资金问题并化解债务危机、恢复正
常生产经营及持续盈利能力， 避免退市。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法院正式受理公
司进入破产重整程序的法律文书。

据协议， 济南产发资本或其指
定受让主体拟通过受让顾永德直接
持有的 7.66%的茂硕电源股份、深圳
德旺持有的 4.24%股份，总计 11.9%
的股份。 同时，顾永德将持有的茂硕
电源 14.6%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济
南产发资本行使。 若交易完成，济南
产发资本或其指定受让主体将合计
拥有 26.5%的茂硕电源股份表决权，
取得公司实际控制权。 济南产发资
本的实际控制人济南国资委成为茂
硕电源的实际控制人。

协议显示， 济南产发资本将按
照茂硕电源总估值 33.96 亿元，对应
每股均价 12.38 元受让 11.9%股份，
整体转让价格约 4.04 亿元。而目前，

茂硕电源的股价在 9 元/股上下。
同花顺数据显示， 目前济南共

有 32 家上市公司，其中 9 家由山东
国资委控股，其余为民营企业，除参
股中国重汽外， 济南国资委并未实
际取得上市公司控制权。 上述交易
是济南国资近年来首次公开跨省收
购上市公司。

据协议， 茂硕电源和济南产发
资本同意在后者通过表决权委托成
为茂硕电源实际控制人后， 茂硕电
源董事会席位调整为 7 名， 其中济
南产发资本推荐 5 名董事， 董事长
由其推荐的董事担任；监事会维持 3
名成员， 监事会主席由其推荐的监
事担任； 上市公司财务负责人由其

委派。
值得一提的是， 不久前茂硕电

源曾筹划易主江西国资委。 2019 年
12 月底， 顾永德及深圳德旺与江西
省省属国有企业资产经营（控股）有
限公司（下称“江西省国控公司”）协
议， 江西省国控公司或其指定投资
主体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收购顾永
德及深圳德旺合计持有的不低于
25%茂硕电源股份。 收购后，江西国
资委成为茂硕电源的实际控制人。

然而， 在两度推迟上述股权转
让后，今年 7 月，顾永德及深圳德旺
向江西国资委发送了 《解除通知
函》， 书面解除了此前的合作意向。
两个月后，便公布了新易主计划。

自上市以来， 茂硕电源的业绩
表现并不能令人满意。 2014—2018
年， 茂硕电源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5140 万元 、-1968 万元 、-2048 万
元、-1097 万元和-2.56 亿元，连续 5
年 为 负 。 2019 年 有 所 好 转 ， 为
4408.09 万元，但无论是传统电源业
务， 还是作为其多元化经营的主要
发力方向的光伏业务， 营收都有不
同程度的下滑，开关电源、光伏逆变
器等主要产品产销量均同比下降。

2012 年开始， 茂硕电源就不断
强调“电源行业市场竞争激烈”对公
司业绩的影响。 在当年年报中，茂硕
电源援引中国电源学会的观点称，
电源市场参与企业众多，规模较小，
较为分散 ， 呈现完全竞争格局 。
2012—2014 年， 茂硕电源连续 3 年

净利润同比出现负增长。
在此情况下， 茂硕电源不断进行

多元化经营探索,扩大光伏业务布局。
2013年，茂硕电源成功控股光伏逆变
解决方案提供商深圳市富凌控制技术
有限公司， 此后业务范围从逆变器生
产制造延伸至下游 EPC领域。

2014—2016年，茂硕电源先后宣
布投资建设 7个光伏电站， 总建设规
模超 320兆瓦，总投资超过 55亿元。

然而， 多元化经营并没给茂硕
电源业绩带来多少助力。 即使是在
光伏产业一片火热的 2017 年，茂硕
电源光伏业务的营收占比也不及总
营收的一成。

此外， 由于建设光伏电站前期
资金需求较大， 为了有效推进项目
工程， 茂硕电源曾寻求资金帮助。

2015 年， 茂硕电源拟以非公开发行
股份的方式募资 8 亿元， 用于江西
萍乡、新余 3 个光伏电站项目，但因
保荐机构西南证券两次受到证监会
立案调查而未获批文。 直至 2017 年
6 月，茂硕电源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
事项，并撤回申请。

记者梳理后发现， 上述 7 个光
伏发电项目中，2 个位于浙江，4 个
位于江西，另有 1 个位于河南。 除浙
江的项目全部投运外， 剩余 5 个或
仅有部分并网，或尚未实施。 截至目
前，仅投运 47.44 兆瓦。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顾永
德直接持有茂硕电源 30.64%股份，
其所质押部分占 99.94%； 另茂硕电
源有 3.6 亿元的资产因抵押借款或
诉讼受限。

业业绩绩承承诺诺存存挑挑战战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市场有观点认为，加大
布局光伏领域，开启多元化发展格局是茂硕电源
发展至此的主要原因。

据了解， 上述还未建成的光伏发电项目，均
因政策调整，未拿到当地项目指标而终止。 为何
会出现这种情况？ 记者致电当地政府和发改委，
截至发稿均未获得回复。

而建成的光伏电站对茂硕电源业绩的贡献
也十分有限。 2015—2018 年，茂硕电源光伏发电
业务营收分别为 4756.26 万元 、6828.01 万元 、
1.58 亿元和 1.2 亿元，占比 5.16%、5.28%、9.85%和
8.94%。

2018 年，受光伏产业“531 新政”影响，茂硕
电源下游 EPC 业务几乎停滞， 逆变器业务急剧
下滑。 当年，茂硕电源就光伏逆变器存货、在建工
程等光伏资产计提高达 5.56 亿元的减值。 此外，
茂硕电源还出售了台州南瑞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3
家光伏相关业务的子公司。

2019 年及 2020 年上半年， 茂硕电源光伏业
务营收分别下滑至 4566.77 万元和 1790.77 万
元，同比下降 61.81%和 11.26%。

本次国资入主，能否助力茂硕电源业绩可持
续增长，尚不得而知，但记者了解到，此次交易顾
永德及深圳德旺承诺，2020—2022 年茂硕电源扣
非后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000 万元、6000 万元和
7000 万元，3 年累计值超过 1.8 亿元，其中政府补
贴收入按 50%计算为公司非经常性收入。

值得注意的是，从近 3 年茂硕电源的业绩来
看，完成这一承诺挑战不小。2017—2019 年，茂硕
电源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1097 万元、-2.56 亿
元和 4408 万元， 仅 2019 年一年为正。 此外，
2017—2019 年，茂硕电源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金额分别为 1145.43 万 元 、1370.2 万 元 和
1211.77 万元，金额较大。

据悉，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且需取得深交所的合规性
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

此次济南国资委能否成功入主茂硕电源？ 本
报将持续关注。

牵牵手手江江西西国国资资委委未未果果，，拟拟转转投投怀怀济济南南国国资资委委——————

茂茂硕硕电电源源易易主主疑疑云云
■■本报实习记者 董梓童

山西省燃气资源整合事宜迎来重大
进展。

近日， 山西省两大 A 股上市燃气公
司山西省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国新能源”）、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蓝焰控股”）同时发布公告称，收
到控股股东转发的《关于省属燃气企业整
合重组有关事宜的通知》。公告透露，山西
省拟整合山西省国新能源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国新能源集团”）、山西燃气集
团有限公司（下称“山西燃气集团”）、山西
国际能源集团气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三
大省属燃气企业，以组建华新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华新燃气集团”），注册资本
80 亿元。

自 2018 年启动国企国资改革以来，
山西省为破解“一煤独大”的产业格局，加
快了对燃气、 化工等板块的专业化重组。
2018 年 3 月， 山西省挂牌成立山西燃气
集团，全面开启煤层气（燃气）资源整合重
组。此次包含省内两大燃气巨头国新能源
集团和山西燃气集团在内的“二次重组”，
将为山西省带来 800 亿元资产规模的燃
气“巨无霸”。

全省燃气企业二次重组

资料显示，国新能源集团为山西省内
规模最大的天然气管网运营企业，拥有全
省 95%的混合燃气资源主导运营权，是
气化山西的主力军。 山西燃气集团则是
山西省于 2018 年启动国企国资改革后
成立的燃气企业， 作为山西省级煤层气
（燃气）专业化重组平台公司，由山西晋
城无烟煤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晋煤
集团”）控股并牵头重组；此后，山西燃气

集团对晋煤集团、太原煤气化集团、山西
能源交投、 山煤投资集团所持的相关燃
气资产进行了整合。

“其实在首轮燃气资产整合时，国新
能源集团就被纳入考虑范围， 一度还出
现究竟由晋煤还是国新主导燃气集团的
争议。 后来出于种种原因， 最终未能成
行。 ”一位熟悉情况的内部人士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因此，在业内人士看来，此次国新能
源集团与山西燃气集团的重新整合，也在
情理之中。

公告透露，本次重组的目的是为深入
贯彻山西省委省政府“四为四高两同步”
总体思路和要求，紧紧围绕“抓住中间、
整合两头”的燃气产业改革思路，推动燃
气产业成为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 打造具
有行业领军力的全产业链一流燃气旗舰
劲旅。

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公
开表示，整合重组之后，华新燃气资产
规模将达到 800 亿，并拥有两家上市公
司， 成为省内上游煤成气资源最多、抽
采能力最强；中游管网占比最高、储气
调峰能力最优； 下游市场份额最大、产
业配套最完善的大型省属企业和燃气
产业市场主体。

国新能源成整合主体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整合重组事宜确
定国新能源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国新能
源为整合主体，将按照“抓住中间”改革要
求和全省“一张网”的产业布局思路，通过
市场化方式整合其他省属和民营管网公

司。 同时，依法依规授予国新能源山西省
内天然气管网特许经营权，负责全省天然
气管网的统一建设、运营。

事实上，同为山西省燃气龙头，山西
燃气集团、国新能源集团各有千秋。

作为山西省境内规模最大的天然气
管网运营企业，国新能源集团由山西国资
运营公司全资持股， 目前已建长输管线、
城市管网总长超 1.2 万公里，用户覆盖全
省 11 市所有县区，涉及 600 多万户居民、
上万家工商业用户。

山西燃气集团优势在于上游气源，
主要由省属重点煤企晋煤集团控股，持
股比例 64.23%，并由太原煤气化集团、
国开金融、中国信达、山煤投资、同煤集
等多方股东共同持股。控股股东晋煤集
团是山西五大省属煤炭集团之一，也是
全国最大的煤层气开发利用企业。 此
外，山西燃气集团也拥有相当规模的城
燃资产，按照此前规划，山西燃气集团
将主导全省煤层气 （燃气 ）业务 ，形成
“煤层气、天然气、焦炉煤气”多气源开
发利用格局。

从财务状况上来看，截至 2019 年底，
国新能源集团资产总额为 481.98 亿元，所
有者权益总额为 72.82 亿元； 山西燃气集
团资产总额为 236.21 亿元，所有者权益总
额 101.27亿元。 2019年，山西燃气集团实
现营业收入 128.52 亿元， 净利润 7.13 亿
元；相较之下，国新能源集团盈利情况并
不乐观，去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156.9 亿元，
其中燃气业务占七成，净利润为亏损 6.79
亿元。 根据国新能源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
国新能源公布的 2020 年半年报， 今年上
半年，国新能源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亏损 2.78亿元。

“1+1”能否大于 2？

上述熟悉情况的内部人士表示， 除国
企改革的必要性，做大煤层气产业也是山西
发展清洁能源、乃至打造能源革命排头兵的
重要一环。 今年 4月，山西全省煤层气增储
上产三年行动正式启动，进一步提出包括煤
层气、页岩气、致密气在内的“煤成气”概念，
短期内以煤层气增储上产为主体。 也正因
此，燃气板块的再重组及走势颇为关键。

据悉，2020 年，山西省将重点推动沁
水、鄂东两大煤成气基地项目建设、稳产
增产，力争产量增加约 25 亿立方米、达到
90 亿立方米， 并经过连续 3 年的投资建
设， 到 2022 年实现 200 亿立方米的产量
目标，建设国家非常规天然气基地。

“我国大部分天然气的销售要进入中
石油的管网， 但因为煤层气不怎么赚钱，
中石油没兴趣，所以就出现了煤层气采出
来没处卖的问题。 光生产不行，必须能销
售出去。从这个角度讲，此次重组，使山西
燃气集团可以利用国新能源的管网系统，
扩大销售范围，相当于把生产销售‘一条
龙’了，有利于山西整个煤层气产业的发
展。 ”中央财经大学煤炭上市公司研究中
心主任邢雷对记者表示。

“但从另一个角度讲，现在许多省内
的国有企业重组， 更多的是受行政意愿的
影响，而非市场的主动行为。”邢雷指出，“企
业合并重组并不是简单的划拨资产就完事
了，前期是否做了充足的调研和分析？ 重组
是不是对各个企业发展都特别有利？ 会不
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 各方面都是存疑
的。 可能设想是美好的，但实际上能不能达
到效果，是不是‘1+1’大于 2，很难说。 ”

山西组建燃气“巨无霸”谋转型
■■本报记者 李玲

再再提提易易主主新新方方案案

继 2018年成立山西燃气集团并完成省内相关燃气产业重组后， 国新能源集团、山
西燃气集团等三大省属燃气企业欲启动“二次重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