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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原项目名称:热网改造升级及环保设备改造工程项目、能源移动互联多元

服务项目 

 新项目简要情况： 

1、收购天津市凯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福林热力”）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其中股权收购款 10,296

万元，后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 15,840万元，累计投入金额 26,136万元。 

2、原募投项目“文官屯调峰热源项目三期-2 工程”，计划投入金额 17,350

万元，拟增加投入 1,600万元，投入总金额 18,950万元。 

3、原募投项目“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域热源续建工程”，计划投入

金额 5,500 万元，拟增加投入 1,500万元，投入总金额 7,000万元。 

4、原募投项目“新北热网工程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1,600万元，拟增加投

入 5,000 万元，投入总金额 6,600万元。 

5、原募投项目“江苏联美生物质发电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7,000 万元，拟

增加投入 1,000万元，投入总金额 8,000万元。 

6、新增项目“国新新能源-铁路专用线及其配套设施工程”，拟投入总金额

9,000万元。 

7、新增项目“国新新能源-厂区用水升级工程”，拟投入总金额 1,500 万元。 

8、新增项目“浑南热力-办公楼升级改造项目”，拟投入总金额 1,223万元。 

9、新增项目“国惠环保-热源、热网升级改造项目”，拟投入总金额 2,500

万元。 

10、新增项目“沈阳新北-环保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拟投入总金额 7,000

万元。 



11、新增项目“沈阳新北-热源改造工程”，拟投入总金额 1,000 万元。 

12、新增项目“江苏联美-锅炉超低排放扩建工程”，拟投入总金额 1,000

万元。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总额为： 

原“热网改造升级及环保设备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247,000 万元，

继续投入金额减少，项目投入总金额减少至 209,541万元，减少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 37,459万元；原“能源移动互联多元服务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21,000 万元，

拟终止投入。上述合计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为 58,459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为 15.11%。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新设投资项目的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103 号文核准，公司申请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199,896,694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3,869,999,995.84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842,879,995.87 元。截至 2017 年 5 月 9 日止，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

2017 年 5 月 9 日，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喜验字〔2017〕第 0101 号”《验

资报告》。 

本公司已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于专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详细情况

参见公司披露的《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 2018 年度存放与实际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9-009）：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

入金额 

累计投

入金额 
备注 

文官屯热电厂热网工程项目 42,129 17,460.85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议案，项目投资由20000万元增加至42129万元。 



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

域能源升级改造热网工程项目 
13,448 5,395.76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议案，项目投资由45000万元减少至13448万元。 

热网改造升级及环保设备改造

工程项目 
247,000 5,260.35 

项目的实施应与政府规划相适应，因政府正在调整该地区的

规划，项目可行性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目前投入资金较少。 

浑南热力3号热源厂建设项目 15,000 10,775.36 目前已经达到可使用状态，尚有部分工程款未完全支付。 

清洁能源工程项目 1,198 1,198.00 
本募投项目已发生变更，除已完成的投资外后续不再投入募

集资金。 

生物质发电项目 7,000 4,957.93 目前已经达到可使用状态，尚有部分工程款未完全支付。 

能源移动互联多元服务项目 21,000  项目尚未投入，主要是因为移动互联技术更新较快。 

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

域热源续建工程 
5,500 3,480.65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议案，为新增项目。 

文官屯调峰热源项目三期-2工

程 
17,350 9,542.51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议案，为新增项目。 

国惠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环保

设施改造 
1,350 409.68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议案，为新增项目。 

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

域环保设施改造 
2,900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议案，为新增项目。 

文官屯调峰热源项目环保设施

改造 
3,500 10.42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议案，为新增项目。 

国惠热网工程项目 8,025 161.07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议案，为新增项目。 

新北热网工程项目 1,600 1,346.27 
经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议案，为新增项目。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情况 

经公司充分论证： 

原“热网改造升级及环保设备改造工程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247,000 万元，

继续投入金额减少，项目投入总金额减少至 209,541万元，减少使用募集资金投

入 37,459 万元；原“能源移动互联多元服务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21,000 万元，

拟终止投入。上述合计涉及变更投向的总金额为 58,459 万元，占公司募集资金

总额比例为 15.11%。 

变更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不包括未发生变更的项目） 

1、收购天津市凯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福林热力”）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其中股权收购款

10,296 万元，后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 15,840 万元，累计投入金额 26,136 万



元。 

2、原募投项目“文官屯调峰热源项目三期-2 工程”，计划投入金额

17,350万元，拟增加投入 1,600万元，投入总金额 18,950万元。 

3、原募投项目“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域热源续建工程”，计划投

入金额 5,500万元，拟增加投入 1,500万元，投入总金额 7,000万元。 

4、原募投项目“新北热网工程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1,600 万元，拟增加

投入 5,000万元，投入总金额 6,600万元。 

5、原募投项目“江苏联美生物质发电项目”，计划投入金额 7,000 万元，

拟增加投入 1,000万元，投入总金额 8,000 万元。 

6、新增项目“国新新能源-铁路专用线及其配套设施工程”，拟投入总金

额 9,000 万元。 

7、新增项目“国新新能源-厂区用水升级工程”，拟投入总金额 1,500 万

元。 

8、新增项目“浑南热力-办公楼升级改造项目”，拟投入总金额 1,223 万

元。 

9、新增项目“国惠环保-热源、热网升级改造项目”，拟投入总金额

2,500万元。 

10、新增项目“沈阳新北-环保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拟投入总金额 7,000

万元。 

11、新增项目“沈阳新北-热源改造工程”，拟投入总金额 1,000 万元。 

12、新增项目“江苏联美-锅炉超低排放扩建工程”，拟投入总金额 1,000

万元。 

上述项目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议案》，7名董事均投票赞成。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一）原项目计划投资和实际投资情况 

1、热网改造升级及环保设备改造工程项目 

（1）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 



本工程为沈阳浑南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热网改造升级及环保设备改造工程。

计划总投资 247,128 万元。具体的工程范围为热网改造、环保设备改造及安全

保障系统投资。 

（2）项目建设及实施计划概述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上市公司联美控股全资子公司浑南热力。 

本项目对工程的实施进度安排，应依照对各供热区域热负荷的发展情况随

着各供热区域热负荷的发展逐步实施。本项目拟于 2016 年建设，建设期 3 年，

2019年运营。 

（3）批复情况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获取了沈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沈发改备

【2015】27号《辽宁省沈阳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 

（4）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计划使用本次募投中的 247,000 万元。 

本项目中安全保障系统建设和环保设备改造主要是以企业可持续发展为主

要目的，主要经济效益来源于热网升级改造。预计热网升级改造完成后，预计

接网费总收入为 110,000 万元按十年期每年增加确认收入 11,000 万元；采暖预

计总收入 55,328 万元；同时智能管网升级改造后使成本降低，预计可以提高年

利润 13,832 万元。 

（5）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 

截至 2018年末，该项目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投入 5,260.35万元。 

 2、能源移动互联多元服务项目 

（1）主要建设内容和规模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购置办公场所及装修、网络使用、机房托管、平台

硬件及软件开发、智能分户系统、智能换热站建设等，为热电联产服务 9,000

万平方米供热企业及用户建立大数据统一运营平台。项目共投资 73,150 万元。 

（2）项目建设及实施计划概述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标的公司国惠新能源全资子公司三六六科技。 

该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73,150 万元，其中包括办公场所购置、办公场所装

修、网络使用费、机房托管费用、平台硬件投资、平台系统及应用软件开发支

出、智能分户系统建设投资、智能换热站建设投资及补充铺地流动资金。本项



目拟耗时 3年。 

（3）批复情况 

沈阳三六六于 2015年 10月 8日收到了沈阳市于洪区发展和改革局的沈于发

改备【2015】36 号《辽宁省沈阳市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确认书》，确认沈阳三六

六上报的《沈阳三六六移动互联科技有限公司能源互联多元服务》项目经审查符

合备案条件予以确认。 

（4）项目效益分析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 73,150万元，拟使用本次募投金额 21,000万元。根据预

测，本项目达产后年平均销售收入 29,857.50 万元，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39.78%。 

（5）项目的实际投入情况 

截至 2018年末，该项目尚未投入。 

（二）变更的具体原因 

热网改造升级及环保设备改造工程项目，项目的实施应与政府规划相适应，

因政府正在调整该地区的规划，项目可行性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目前投入资金较

少。公司经过论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生产经营现状，拟

减少项目投入。 

能源移动互联多元服务项目，因为移动互联技术更新较快，原投入方案侧重

供热运营平台的建设，对平台推广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不足，虽然智慧供热统一

运营平台的提出代表了未来供热的发展方向，但在目前阶段，尚不具备大规模实

施的环境和条件，拟终止投入。 

 

三、新项目介绍 

1、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

金：公司拟收购天津市凯森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

司 66%股权，股权收购款为 10,296 万元，同时按照持股比例，后续投入项目建

设资金为 15,840 万元，累计投入金额 26,136 万元。福林热力建设规模为

1X170t/h +2X130t/h 燃煤锅炉，铺设管网长度约 19.21km,总投资 3.4 亿元，满

产后年供应蒸汽能力达到 309.6 万吨。项目一期预计 2019 年 8 月投入运行，二

期预计 2020年 1月投入运营。 



2、文官屯调峰热源项目三期-2 工程：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沈阳国新

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目前项目已接近尾声，公司已达到 7炉1机的装机规模。

由于规模的扩大，现有办公场所已无法满足现有和未来的需要，急需新建办公

楼，以增加办公区域、改善办公条件。增加投入工程内容和范围：（1) 新建国

新公司办公楼，总建筑面积 5000 平方米。（2）配套设施及公用设施：建设给

水、排水、供热、供电系统等及各专业配套公用工程给水、排水及采暖外线入

网连接工程、电力外线连接工程、室外地面硬化及附属工程；厂区大门及配套

围墙。 

3、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域热源续建工程：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是沈阳国润低碳热力有限公司。增加投入工程内容：2台 116MW往复炉排热水锅

炉及其配套的烟、风、煤、渣系统及除尘脱硫脱硝系统。 

4、新北热网工程项目：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沈阳新北热电有限责任公

司。增加投入工程内容：因公司业务扩张，供暖负荷不断增加，原有管网运行

压力不足，为确保管网安全稳定经济运行，需要扩大对管网及重要节点进行升

级改造的范围，包括管网及换热站建设改造。 

5、生物质发电项目：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江苏联美生物质能源有限公

司。增加投入工程内容：（1）#2、#3 料库北延扩建；（2）渣库明排水沟及沉

淀池；（3）废水回收系统；（4）开发区及综合保税区配套蒸汽管网北延；（5）

VPSA制氧系统；（6）#3炉技术改造。工程范围涵盖设计、采购、施工及必要的

调试、服务等。 

6、国新新能源-铁路专用线及其配套设施工程：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为沈阳国新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内容：本工程包括国新公司至文官屯站

段的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和文官屯站改建工程两部分。 

7、国新新能源-厂区用水升级工程：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沈阳国新

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内容：厂区内打井或异地打井取水及引入工程、自

来水的线位选择、管道建设、厂内储水池及相应的自来水过滤及处理等。 

8、浑南热力-办公楼升级改造项目：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沈阳浑南

热力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内容：拟将现有办公楼五层屋面保温及以上做法拆

除，整体增加为地上六层，局部增加为七层，即原楼梯间升到七层在楼顶新

建。增加标准层层高 3.9m，主体建筑高度达到 24.3m。 



9、国惠环保-热源、热网升级改造项目：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国惠

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项目内容：（1）东北大学区域新增管网，新世界区域供

热管网扩容，及原有一级网主干管线抽换等；（2）2#机组 2#冷凝器升级改造；

（3）3#机组蒸发器升级改造；（4）环保设备升级改造项目。 

10、沈阳新北-环保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沈阳新

北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内容：1-6#炉深度除尘、脱硫改造、1、2、3#炉脱

硝催化剂更换、4、5#炉低氮燃烧改造、1-6#炉除尘布袋更换。 

11、沈阳新北-热源改造工程：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沈阳新北热电有

限责任公司。项目内容：（1）新增一套 30 吨二级反渗透；（2）1#2#发变组保

护及低厂变保护升级改造；（3）化学制水控制系统改造；（4）1#-5#炉出口主

汽母管更换项目；（5）1#汽轮机凝汽器节能改造；（6）循环冷却水塔塔体结构

加固项目；(7) 输煤一、二段系统加装除尘设施。 

12、江苏联美-锅炉超低排放扩建工程：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为江苏联

美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项目内容：低温臭氧氧化脱硝工程设计、采购、安

装、调试、服务等，范围包括范围低温臭氧氧化脱硝工艺及配套系统。 

完成变更后，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变更前拟

投入总金

额（万元） 

变更后投

入总金额

（万元） 

备注 

1 文官屯热电厂热网工程项目 42,129 42,129 本次未变更 

2 
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域能

源升级改造热网工程项目 
13,448 13,448 本次未变更 

3 
热网改造升级及环保设备改造工程

项目 
247,000 209,541  

原募投项目，计划投

入 金 额 247,000 万

元 ， 拟 减 少 投 入

37,459万元。 

4 浑南热力3号热源厂建设项目 15,000 15,000 本次未变更 

5 清洁能源工程项目 1,198 1,198 已终止 

6 生物质发电项目 7,000 8,000 

原募投项目，计划投

入金额7,000万元，

拟增加投入1,000万

元 ， 投 入 总 金 额

8,000万元。 

7 能源移动互联多元服务项目 21,000 0 原募投项目，计划投



入金额21,000万元，

拟终止投入。 

8 
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域热

源续建工程 
5,500 7,000 

原募投项目，计划投

入金额5,500万元，

拟增加投入1,500万

元 ， 投 入 总 金 额

7,000万元。 

9 文官屯调峰热源项目三期-2工程 17,350 18,950 

原募投项目，计划投

入金额17,350万元，

拟增加投入1,600万

元 ， 投 入 总 金 额

18,950万元。 

10 
国惠环保新能源有限公司环保设施

改造 
1,350 1,350 本次未变更 

11 
浑南新城南部热源热电联产区域环

保设施改造 
2,900 2,900 本次未变更 

12 文官屯调峰热源项目环保设施改造 3,500 3,500 本次未变更 

13 国惠热网工程项目 8,025 8,025 本次未变更 

14 新北热网工程项目 1,600 6,600 

原募投项目，计划投

入金额1,600万元，

拟增加投入5,000万

元 ， 投 入 总 金 额

6,600万元。 

15 

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

司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

金 

0 26,136 变更后新增项目 

16 
国新新能源铁路专用线及其配套设

施工程 
0 9,000 变更后新增项目 

17 国新新能源厂区用水升级工程 0 1,500 变更后新增项目 

18 浑南热力办公楼升级改造项目 0 1,223 变更后新增项目 

19 国惠环保热源、热网升级改造工程 0 2,500 变更后新增项目 

20 沈阳新北环保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0 7,000 变更后新增项目 

21 沈阳新北热源改造工程 0 1,000 变更后新增项目 

22 江苏联美锅炉超低排放扩建工程 0 1,000 变更后新增项目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 66%股权并持续投入项目建设资金，

主要是看中该区域工业蒸汽市场，该区域桐木加工企业对于蒸汽的热负荷需求



稳定，考虑到福林热力在区域内的特许经营垄断，项目具备较高的投资回报。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蒸汽负荷需求不足的风险、成本上涨的风险。 

其他建设项目，均服务于公司主业，从提升环保品质、管网升级改造、扩

大生产能力、设备功能升级、完善生产配套和保障等方面，为公司业务扩展提

供支撑。新项目的建设存在一定市场性风险，因项目均是依托于公司主业，供

暖市场的风险也是上述项目的风险。 

公司多年从事供暖业务，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完善的管理体制，优秀的

管理体系，具备抵御供暖市场风险的能力。 

 

五、如新项目尚需有关部门审批，说明有关情况 

前述项目中： 

福林热力：集中供热项目已经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登记备案证明，登记备

案号 1617030001；集中供热管网工程项目已经取得山东省建设项目登记备案证

明，登记备案号 1617030002 

其余项目不需有关部门审批。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收购山东菏泽福林热力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项，能扩展

工业蒸汽业务，有利于公司可持续发展。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能更好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主业发展，符合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审议程序符含《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同意将相关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内容及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并将该

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机构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新设投资

项目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意见。本次变更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履行程序完备、合规。本次募

集资金用途变更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

订）》。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是根据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作出的，本次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拟投资的新项目与发行人主营业务保持一致，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并新设投资项目用途无异议。 

 

七、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特此公告。 

 

联美量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 25日 

 

 报备文件 

（一）由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监事会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四）保荐人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五）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说明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