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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贯彻实施公司整体

发展战略，顺应国家政策趋势，做强做优做大公司主业，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

争力，拟通过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或“可转

债”）的方式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投资建设登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以下简称“登封项目”）、恩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下简称“恩

施项目”）、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

目）（以下简称“朔州项目”）、武汉星火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目（以下简称“武

汉二期项目”）、葫芦岛东部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以

下简称“葫芦岛发电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对本次可转

债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可转债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3.60 亿元（含 23.60 亿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用于投向登封项目、恩施项目、朔州项目、武汉二期项目、葫芦岛发

电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公司对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登封项目 39,920.00 15,000.00 

2 恩施项目 69,000.00 40,000.00 

3 朔州项目 66,015.15 44,000.00 

4 武汉二期项目 69,985.00 48,000.00 

5 葫芦岛发电项目 67,471.00 32,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57,000.00 57,000.00 

合计 369,391.15 236,000.00 

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

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金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金

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

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项目建设实际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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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背景和必要性 

（一）项目投资的背景 

1、“十四五”规划鼓励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垃圾焚烧处理 

《“十四五”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发展规划》（以下简称“《十四五

规划》”）提到，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是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动实施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的基础保

障。提出到 2025 年底，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 46 个重点城市生活垃

圾分类和处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地级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

系统；京津冀及周边、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生态文

明试验区具备条件的县城基本建成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系统；鼓励其他地区积极

提升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覆盖水平。支持建制镇加快补齐生活垃圾收集、转运、

无害化处理设施短板。在垃圾焚烧处理能力方面。到 2025 年底全国城镇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能力达到 80万吨/日左右，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比 65%左右。

《十四五规划》指出，要从政策层面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公

司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 

2、垃圾焚烧发电受益于产业政策及财税政策的支持 

（1）产业政策 

2018 年 6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在“加快推进垃圾分类处理”部分明确提出“推进

垃圾资源化利用，大力发展垃圾焚烧发电”。 

2018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国办

发〔2018〕128 号），提出“无废城市”管理理念，要求推广可回收物利用、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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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发电、生物处理等资源化利用方式。 

2020 年 7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了

《城镇生活垃圾分类和处理设施补短板强弱项实施方案》，提出要大力提升垃圾

焚烧处理能力，生活垃圾日清运量超过 300 吨的地区，要加快发展以焚烧为主的

垃圾处理方式，适度超前建设与生活垃圾清运量相适应的焚烧处理设施，到 2023

年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全面提升环境基础设施水平，建设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系统。 

（2）财税政策 

2012 年 3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垃圾焚烧发电价

格政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2]801 号），进一步规范垃圾焚烧发电价格政策，

要求“以生活垃圾为原料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均先按其入厂垃圾处理量折算成

上网电量进行结算，每吨生活垃圾折算上网电量暂定为 280 千瓦时，并执行全国

统一垃圾发电标杆电价每千瓦时 0.65 元（含税）；其余上网电量执行当地同类燃

煤发电机组上网电价”。 

根据《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目录》（财税[2015]78 号）规定，

以垃圾为燃料生产的电力或者热力、垃圾用量占发电燃料的比重不低于 80%，并

且生产排放达标的企业可认定为国家鼓励的资源综合利用企业，可以享受增值税

即征即退的优惠政策。对垃圾处理劳务所缴纳的增值税的 70%实行即征即退。根

据《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项目的

所得，自项目取得第一笔生产经营收入所属纳税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三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第四年至第六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国家关于垃圾焚烧发电方面的产业政策财税政策极大地支持了垃圾焚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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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企业的快速发展。 

3、国内垃圾焚烧技术不断完善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集成技术工程，包括垃圾焚烧、余

热发电、烟气处理、渗滤液处理以及灰渣处理等一系列技术含量较高的专项系统

技术。 

国内一批领先企业以及科研院所在吸收国外先进垃圾焚烧技术的基础上，针

对我国生活垃圾特点不断完善创新，部分具备较强技术实力的企业在工艺技术及

设备的研发与制造等方面积累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自主知识产权技术，我国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工艺技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随着国内垃圾焚烧研发实力的不断发

展，垃圾焚烧设备国产化程度逐步提高，为我国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 

（二）项目的必要性 

1、发展循环经济和提升社会效益的需要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水平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城市

管理者的环境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标志。生活垃圾管理与污染防治已成为城市环境

保护的重要内容之一。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使用城市生活垃圾作为原料，经焚烧处理后实

现了垃圾减量化，而焚烧处理产生的热能通过发电又实现了资源回收利用。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及运营，能有效地解决城市垃圾污染及资源回收问题，

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在物质循环上达到

了和谐。 

2、提升公司行业竞争力的需要 

公司是国内最早从事垃圾处理产业化探索的企业之一，也是国内最早专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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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及进一步开发先进国际焚烧发电技术的企业之一。公司自 2000 年成立以来，

在项目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连续十一年被评选为“中

国固废十大影响力企业”，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并建立了良好的口碑。 

在环保行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公司立足自身优势，积极争取新项目，市场开

拓成效显著。本次募集资金投资建设的项目投入运营后，将增加公司生活垃圾处

理运营业务规模和区域辐射能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 

三、本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可行性 

（一）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生活垃圾收运量也会大幅度提高。2020 年我

国城镇人口达 9.02 亿人；2008-2020 年，我国城镇化率从 46.99%增长至 63.89%。

根据国家卫计委测算，我国城镇化率将在 2030 年达到 70%左右，城镇化进程的

不断推进势必带动垃圾处理需求的可持续增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市场有望持

续发展。 

根据《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20 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日处理能

力为 96.35 万吨，其中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为 56.78 万吨，占比为 59%。上述数

据距离《十四五规划》目标的垃圾焚烧日处理能力 80 万吨和垃圾焚烧占比 65%，

仍存在较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 

（二）开展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与公司现有业务能力相匹配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采取积极的市场开发战略，大力拓展各区域市场。公司

着眼于经济较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及环渤海经济圈的广阔市

场空间，业务布局延伸至安徽、湖北、贵州、山西、广西、江西、湖南、陕西、

河南、四川等中西部地区，形成了立足于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辐射全国的

市场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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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与公司现有经营规模、财务状况、技术水平

和管理能力相适应，将进一步扩大公司产能，快速提高公司市场规模，提升盈利

水平。公司具备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业务能力。 

（三）公司拥有人员和技术储备保障项目实施 

公司的管理团队多年来从事垃圾焚烧发电厂的业务管理、市场拓展、技术开

发和建设营运。公司将通过内部选调、提前培养以及外部人才招聘等多种方式相

结合，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提供富有经验且业务水平高的管理人员、

生产人员以及相关运营人员，确保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实施。公司具

备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人员条件。 

公司历来十分重视产品研发工作，并始终将技术研发与工艺创新作为公司的

重点工作，坚持研发为生产与发展服务，以实用技术的工程转化为技术研发的主

要工作目标，不断推动公司技术服务创新及优化，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及需求。公

司自主研发的“多驱动逆推式机械炉排炉”技术被住建部选为“十一五”期间重

点推广的核心技术，并成功入选中国环保产业协会《2019 年重点环境保护实用

技术及示范工程名录》；公司自主研发的“一种二噁英在线预警和控制系统的多

驱动逆推式垃圾焚烧炉”获得中国环保产业协会 2019 年度技术进步二等奖。公

司多个项目获得“使用环保技术的国家模范项目”、“中国电力优质工程奖”、“国

家优质工程奖”、“鲁班奖”等荣誉及奖项。公司不断加大对科研的投入，核心技

术的积累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公司具备实施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技术条件。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登封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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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登封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河南省郑州登封市告成镇茶亭沟村 

项目实施主体：登封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设计规模为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800 吨/日，采用 2×400 吨/日

机械炉排垃圾焚烧炉，1×18 兆瓦汽轮发电机组。 

项目建设期：2 年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 39,92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5,000.00 万元，全部用

于项目建设中的资本性支出。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登封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5.48%，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审批履行程序 

（1）项目立项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1 月获得郑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郑发改审批

〔2019〕3 号”项目批复文件。 

（2）环评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4 月获得郑州市环境保护局出具的“郑环审〔2020〕17

号”环评批复文件。 

（二）恩施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恩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湖北省恩施市六角亭街道办事处高桥坝村堰塘湾 

项目实施主体：恩施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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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内容：设计规模为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1,200 吨/日，采用 2×600 吨/

日机械炉排垃圾焚烧炉，1×25 兆瓦汽轮发电机组。 

项目建设期：2 年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 69,000.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40,000.00 万元，全部用

于项目建设中的资本性支出。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恩施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05%，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审批履行程序 

（1）项目立项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6 月获得恩施市发展和改革局出具的“恩市发改审批

〔2020〕276 号”项目批复文件。 

（2）环评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10 月获得恩施州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恩州环审〔2020〕

26 号”环评批复文件。 

（三）朔州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

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沙塄河乡张家嘴村南侧、郝家沟村东侧 

项目实施主体：朔州绿动南山环境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设计规模为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800 吨/日，采用 2×400 吨/日

机械炉排垃圾焚烧炉，1×18 兆瓦汽轮发电机组。 

项目建设期：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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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 66,015.15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44,000.00 万元，全部用

于项目建设中的资本性支出。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朔州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5.81%，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审批履行程序 

（1）项目立项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9 月获得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朔发改审批

发〔2019〕84 号”项目批复文件。 

（2）环评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21 年 7 月获得朔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出具的“朔审批函

〔2021〕93 号”环评批复文件。 

（四）武汉二期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武汉星火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武汉市青山区八吉府大街与绿色路交汇处西南方向 500 米处

（现武汉星火垃圾焚烧发电厂南侧） 

项目实施主体：武汉绿色动力再生能源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设计规模为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1,200 吨/日，采用 2×600 吨/

日机械炉排垃圾焚烧炉，1×30 兆瓦汽轮发电机组。 

项目建设期：1.5 年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 69,985.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48,000.00 万元，全部用

于项目建设中的资本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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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武汉二期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41%，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审批履行程序 

（1）项目立项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20 年 11 月获得武汉市青山区行政审批局出具的“青审批核准

〔2020〕10 号”项目批复文件。 

（2）环评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21 年 5 月获得武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武环管〔2021〕40

号”环评批复文件。 

（五）葫芦岛发电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葫芦岛东部垃圾焚烧发电综合处理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项目实施地点：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信屯村西南侧 

项目实施主体：葫芦岛绿动环保有限公司 

项目建设内容：设计规模为焚烧处理生活垃圾 1,000 吨/日，采用 2×500 吨/

日机械炉排垃圾焚烧炉，1×25 兆瓦汽轮发电机组。 

项目建设期：2 年 

2、项目投资概算 

项目估算总投资 67,471.0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32,000.00 万元，全部用

于项目建设中的资本性支出。 

3、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经测算，葫芦岛发的项目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6.10%，经济效益良好。 

4、项目审批履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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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立项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5 月获得葫芦岛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葫发改发

〔2019〕98 号”项目批复文件。 

（2）环评批复 

该项目已于 2019 年 10 月获得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葫环审〔2019〕

33 号”环评批复文件。 

（六）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1、项目概况 

公司拟将募集资金中的 57,000.00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

以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求。 

2、项目必要性 

近年来，受益于快速增长的垃圾无害化处理需求和政策鼓励，公司业务规模

持续扩大，营业收入逐年增加。未来，公司将以“创造美好生活环境”为企业使命，

继续深耕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多管齐下拓展新项目，巩固行业领先地位。随着公

司建设项目及运营项目增多，公司生产和销售规模会持续扩大，将需要筹集更多

资金来满足流动资金需求。 

截至 2021 年 9 月末，公司合并报表口径总资产为 189.29 亿元，总负债为

127.56 亿元，资产负债率达 67.39%，其中短期借款余额、长期借款余额及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合计为 105.70 亿元，公司有息负债规模较大，偿债压力较

高。 

因此，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将有效缓解公司发展的资金压力，

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力，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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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项目为登封项目、恩施项目、朔州项目、武汉二期项目、

葫芦岛发电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紧紧围

绕公司主要从事的垃圾焚烧发电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具有较好的

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 

本次发行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巩固公司的市场地位，增强竞

争力，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本次发行可转债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可转债发行完成后，短期内公司的总资产、负债规模均将有所提升。在

可转债存续期内，公司需按照预先约定的票面利率对未转股的可转债支付利息，

而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将逐渐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正常情况下公司

对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带来的盈利增长会超过可转债需支付的债券利息，公司营

业收入规模及利润水平将随着募投项目的实施有所增加。 

投资者持有的可转债部分或全部转股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将会有一定幅

度的增加，对公司原有股东持股比例、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及公司每股收益产生一

定的摊薄作用。另外，本次可转债设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在该条款被触发

时，公司可能申请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导致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新增的股本总额

增加，从而扩大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转股对公司原普通股股东的潜在摊薄作用。

因此，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后即期回报存在被摊薄的风险。 

六、可行性分析结论 

综上所述，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公司基于行业发展趋势、市场前

景和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等因素的综合考虑，有利于壮大公司规模和实力，有利于

增强公司的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公司持续发展。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

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的需要，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募集资金

的使用将会为公司带来良好的投资收益，能有效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并为股东带

来较好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