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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上市推荐人：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华光股份 

沪市股票代码：600475 

深市股票代码：003475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总股本：160,000,000 股   可流通股本：60,000,000 股 

本次上市流通股本：60,000,000 股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全体董事承诺上

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

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 2003 年 7 月 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

券日报》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上市公告书刊登网址：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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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概览 

1、 股票简称：华光股份 

2、 沪市股票代码：600475 

3、 深市股票代码：003475 

4、 总股本：160,000,000 股  

5、 可流通股本：60,000,000 股 

6、 本次上市流通股本：60,000,000 股 

7、 发行价格：4.92 元/股 

8、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9、 上市时间：2003 年 7 月 21 日 

10、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1、 上市推荐人：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和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68 号《关于核准无锡华光

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本公司的国有法人股和法人股暂不

上市流通。 

13、 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第一大股东无锡水星集团有限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承诺：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也

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持有的股份。 

 

 

第三节  绪言 

本上市公告书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细则》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中国证

监会公开发行股票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7 号—股票上市公告书》而编制

的，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和“发行人”）和本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68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2003 年 7 月 4 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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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向沪市、深市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的方式成功发

行了 6,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的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4.92

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2003]83 号《关于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批准，本公司公开发行 6,000 万股社会公众

股将于 2003 年 7 月 21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股票简称“华光股份”，

沪市股票代码“600475”，深市代理股票代码“003475”。 

本公司已于 2003 年 7 月 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证券日报》上刊登了《招股说明书摘要》，招股说明书正文及其附录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网，距今不足三个月，故与其重

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阅上述内容。 

 

第四节  发行人概况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1、发行人名称：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英文名称：Wuxi Huaguang Boiler Co.，Ltd 

3、注册资本：16,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华金荣 

5、成立日期：2000 年 12 月 26 日 

6、注册地址：无锡市开发区 26＃－G地块 7、8幢 

7、邮政编码：214028 

8、经营范围：电站锅炉、工业锅炉、锅炉辅机、水处理设备、压力容器的

制造、销售，金属材料（贵金属除外）的销售，锅炉、水处理成套设备工程服务，

公路货运，经营经外贸部批准的自营进出口业务。 

9、主营业务：电站锅炉、工业锅炉、锅炉辅机、水处理设备、压力容器的

制造、销售。 

10、所属行业：锅炉及原动机制造业 

11、联系电话：0510-521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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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联系传真：0510-5215605 

13、互联网网址：www.wuxiboiler.com.cn 

14、电子信箱：wbw@wuxiboiler.com 

15、董事会秘书：沈衍庆 

 

二、发行人的历史沿革及股权变动情况 

本公司是经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复［2000］241 号文批准，在对无锡水星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星集团”）下属主体企业无锡锅炉厂进行改制重组的基

础上，由无锡水星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发起人，同时联合亚洲控股有限公司、无

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无锡金和大厦有限公司、无锡市工业锅炉厂、

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公司。 

本公司设立时，水星集团投入经营性净资产 11,242.75 万元按 1：0.79518 的

比例折为 8,940 万股，其他五家发起人共投入现金 1,333.03 万，按相同的比例折

为 1,060 万股（其中：亚洲控股有限公司投入现金 628.79 万元，折为 500 万股；

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投入现金 503.03 万元，折为 400 万股；无锡

金和大厦有限公司投入现金 138.33 万元，折为 110 万股；无锡市工业锅炉厂投入

现金 50.30 万元，折为 40 万股；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投入现金 12.58 万元，

折为 10 万股。），共折为 10,000万股，每股面值 1.00元。本公司于 2000年 12

月 26 日在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依法登记注册（注册号：3200001105023），注

册资本 10,000 万元。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68 号文核准，本公司于 2003 年 7 月 4 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方式成功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

6,000 万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 4.92 元。此次发行完成后，本公司

的总股本为 16,000 万股，注册资本为 16,000 万元。 

本次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变化情况： 

发 行 前 发 行 后 
股份类别 

股本（万股） 占股本比例（%） 股本（万股） 占股本比例（%） 

国有法人股 8,940 89.40 8,940 55.875 

法人股 1,060 10.60 1,060 6.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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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股 0 0 6,000 37.50 

合 计 10,000 100 16,000 100 

 

三、发行人的主要经营情况 

1、本公司主要业务构成 

本公司主要从事电站锅炉、工业锅炉、锅炉辅机、水处理设备、压力容器

的制造、销售。本公司产品主要用于供热、供汽、供电。 

本公司为我国锅炉行业的最佳综合经济效益企业，根据中国机械工业联合

会锅炉统计支会的统计数据，自 1993 年以来的连续 9年里，本公司的利润总额、

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在我国的锅炉制造企业中均排名第一。本公司销售额在

以 410t/h 以下为主要产品的锅炉企业中排名第一。 

2、本公司的竞争优势和劣势 

（1）产品质量、品牌优势 

本公司自七十年代就开始流化床锅炉的开发，1988 年开始与中科院合作开

发循环流化床锅炉，至今已生产了各种流化床锅炉 110 台，由于其效率高，运行

稳定，煤种适应性广，特别适应劣质煤燃烧而深受欢迎，成为国内生产循环流化

床锅炉最多的企业之一，尤其是最近几年本公司热电联产用锅炉产销两旺，主要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高。 

本公司的特种锅炉在锅炉行业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尤其是本公司的垃圾焚

烧炉已走在国内锅炉制造企业的前列。在 2001 年，本公司在广东、浙江等地已

销售了六台垃圾焚烧炉，日处理垃圾共计近千吨；在 2002 年本公司已同浙江、

江苏、广东等地的用户签订了六台垃圾焚烧炉的销售合同，日处理垃圾的能力共

计可达到 1500 吨。可以预计，本公司的垃圾焚烧炉不久将成为本公司新的利润

增长点。 

长期以来，本公司坚持“产品质量以用户满意为标准”的质量宗旨，实行售

后服务承诺制，用户遍布全国各地，并有部分产品远销海外，“水星牌”锅炉连

续三年被评为江苏省名牌产品和无锡市四星级名牌产品。 

（2）较强的经济实力和综合经济效益 

近几年来，本公司业务持续发展，企业综合实力稳步上升。根据中国机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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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联合会锅炉统计支会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其中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

限公司为合资公司，拥有 A 级锅炉设计制造许可证，但锅炉统计支会无该公司

统计数据，在本招股说明书中的有关 A 级锅炉企业的统计数据均不包括该公司

的数据），本公司在利润总额、资金利润率、成本费用利润率等指标上连续多年

排名第一，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在全国锅炉行业中始终处于领先位置。 

（3）较强的创新能力及技术优势 

本公司前身原无锡锅炉厂是我国电站锅炉和工业锅炉的专业制造企业，也是

全国水处理设备科研中心，同时也是全国首批九家获得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

的 A 级锅炉设计制造许可证企业之一和获得 AR1 级压力容器设计制造许可证企

业之一。本公司在长期从事锅炉、压力容器和水处理设备的生产制造过程中，不

但积累了丰富的科研和实践经验，形成了以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待遇 1 人和部

级专家 1 人、省市级专家 2 人为骨干的科研队伍，也形成了较强的创新能力和技

术优势。自原无锡锅炉厂成立至今，本公司先后开发或联合开发出的新产品共有

二十多项，正在开发的新产品有十六项，在已经开发的新产品中，共有十一项先

后获得过国家、部和省级多种奖项；另外，本公司被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认定

为高新技术企业，负责公司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技术中心也于 2001 年 9 月被

评为江苏省第五批重点支持的企业技术中心，2001 年科研投入占本公司当年销

售收入的比例为1.29%，2002年科研投入占本公司当年销售收入的比例为1.41%。 

（4）企业管理优势 

多年来，本公司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和卓有成效的经营管理理念。不但综合

经济效益指标连续多年排名同行业前列，还先后获得过江苏省优秀企业、中国企

业管理杰出贡献奖、综合经济管理示范进步奖等管理奖章，通过了 ISO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标准、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书、美国 ASME“U”、“S”规范钢

印和授权证书，在行业中具有独特的管理优势。 

与国内外同行业相比，本公司具有如下竞争劣势：与国际技术先进的厂商相

比，本公司产品在技术参数以及新产品、技术开发能力方面存在一定差距。 

3、主要财务指标 

请参阅本上市公告书“财务会计资料”部分的相关内容。 

4、主要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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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目前拥有“水星”牌商标（注册号为 176640）的商标所有权，本公

司还拥有多项专有技术。 

5、本公司享有的财政税收优惠政策 

本公司系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注册地位于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国家级）。根据江苏省人民政府苏政发[1996]153 号文件和无锡市地税局锡地

税二（2000）30 号文件精神，本公司自 2001 年度起执行 15%的所得税率。 

本公司 2001 年度因引进日本垃圾炉焚烧技术获得财政补贴799.4 万元，其

中用于专项借款利息支出 112.35 万元，其余按规定进入资本公积。 

 

第五节  股票发行与股本结构 

 

一、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 

1、发行数量：6,000 万股 

2、发行价格：4.92 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29,520 万元 

4、发行方式：全部向二级市场投资者定价配售 

5、发行时间：2003 年 7 月 4 日 

6、发行对象：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公民及境内法人（国家法律、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7、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费用总额为 1,507.44 万元，主要包括：承销费用、审计费用、

律师费用、发行手续费用、审核费用等项目。 

8、每股发行费用：0.25 元。 

二、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承销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的 6,000 万股社会公众股的配号总数为 74,476,866 个，中签率

为 0.08056193%。其中二级市场投资者认购 59,548,948 股，其余 451,052 股由主

承销商包销。 

三、本次股票上市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的验资报告 

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出具了《验资报告》（苏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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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003]B119 号），现摘录如下：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验了贵公司截至 2003 年 7 月 11 日止的新增注册资本实

收情况。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协议、章程的要求出资，提供真实、

合法、完整的验资资料，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是全体股东及贵公司的责任。我

们的责任是对贵公司新增注册资本的实收情况发表审验意见。我们的审验是依据

《独立审计实务公告第 1号—验资》进行的。在审验过程中，我们结合贵公司的

实际情况，实施了检查等必要的审验程序。 

贵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根据贵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和修改后公司章程的规定，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60,000,000 元，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0,000,000 元。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

字[2003]68 号“关于核准无锡华光炉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通知”，同意

贵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股，每股面值1元。经我们审

验，截至2003 年 7 月 11 日止，根据贵公司的发行结果，本次实际发行境内上市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 4.92 元，共计募集资金

295,2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15,074,432.88元，实际募集资金280,125,567.12

元，其中注册资本 60,000,000 元，资本公积 220,125,567.12 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于 2003 年 7 月 11 日汇入贵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无锡分行营业部帐户（帐号：

1103020219200512783）。截至2003 年 7 月 11 日止，贵公司已收到新增注册资本

人民币 60,000,000 元（大写陆仟万元整），均为货币资金。 

同时我们注意到，贵公司本次增资前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0,000 元，

已经本所审验，并由本所于 2000 年 12 月 25 日出具苏会 B（2000）183 号验资报

告。截至 2003 年 7 月 11 日止，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实收金额为人民币

160,000,000 元。 

本验资报告供贵公司申请变更登记及据以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时使用，不应

将其视为是对贵公司验资报告日后资本保全、偿债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等的保

证，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验资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

关。 

        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付主任会计师     金章罗 

中国·无锡                   中国注册会计师   赵焕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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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股资金入帐情况 

1、入帐时间：2003 年 7 月 11 日 

2、入帐金额：285,318,567.16 元（募集资金扣除承销费和上网发行费用后

的余额） 

3、入帐帐号：1103020219200512783 

4、开户银行：无锡工行营业部 

五、发行人上市前股权结构及各类股东的持股情况 

1．本次上市前公司股权结构股份类别 

股份类别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尚未流通股份： 100,000,000 62.50 

发起人股份 100,000,000 62.50 

其中：国家持有股份 89,400,000 55.88 

法人持有股份 10,600,000 6.63 

2、可流通股份 60,000,000 37.50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0 37.50 

其中：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60,000,000 37.50 

3、总股本 160,000,000 100.00 

 

2．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股东名称 

股东 股权类别 股数（万股）持股比例（%）

无锡水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股 8,940 56.00 

亚洲控股有限公司 法人股 500 3.13 

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 400 2.50 

无锡金和大厦有限公司 法人股 110 0.69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流通股 45.1 0.29 

无锡市工业锅炉厂 法人股 40 0.25 

无锡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股 10 0.06 

天同 180 指数基金 流通股 9.4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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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增长基金 流通股 5.8 0.04 

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流通股 5.7 0.04 

合计 － 16,000 100 

 

第六节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一、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技术人员 

1、公司董事 

华金荣先生：中国国籍，1939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高级经济师，

历任无锡压缩机厂车间副主任、主任、技术科长、生产计划科长、副厂长、代厂

长、无锡锅炉厂第一副厂长、厂长，曾荣获无锡市优秀厂长、江苏省优秀企业家、

机械部“十大杰出企业家”、全国企业家“金球奖”、无锡市劳动模范、江苏省劳

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水星集团公司董事。2002 年年收入 9.5 万元，全

部在本公司领取。 

蒋志坚先生：中国国籍，1967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高级工程师，

历任无锡锅炉厂车间副主任、主任、供应处长、厂长助理、副厂长、党委书记，

曾荣获无锡市机械局优秀共产党员、江苏省优秀营销工作者等荣誉称号。现任本

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水星集团公司董事。2002 年年收入 6.8 万元，全部在

本公司领取。 

钱德霞女士：中国国籍，1947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高级经济师，

历任无锡锅炉厂计划科长、审计处长、副总经济师、总经济师、副厂长，曾荣获

无锡市机械局优秀共产党员、无锡市优秀营销工作者、无锡市“十大营销功臣”

等荣誉称号。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水星集团公司董事。2002 年年

收入 6.6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季美昌先生：中国国籍，1947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高级经济师，

历任无锡动力机厂厂长、无锡市机械工业局副局长。现任水星集团公司董事长、

无锡市机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2002 年年收入 5 万元，在

无锡市机械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领取，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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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祖荣先生：中国国籍，1971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曾任无锡小

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亚洲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上海分公司总

经理、上海易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等职。2002 年年收入 9.8 万元，在亚洲

控股有限公司领取，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刘成富先生：中国国籍，1943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毕业，教授。曾任

无锡财经学校教师、无锡轻工业学院经贸系副主任、无锡轻工业大学经贸系主任、

成人教育学院副主任，现任江南大学商学院院长、本公司独立董事。2002 年年

收入 6万元，在江南大学领取。 

陈其龙先生：中国国籍，1950 年生，中共预备党员，大学本科毕业，审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曾任无锡油泵厂车间会计、无锡市审计局公交审计科副科长、

财政金融审计处处长、无锡市审计事务所所长、江苏兴业会计师事务所所长，现

任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2002 年年

收入 5.1 万元，在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领取。 

2、公司监事 

居国民先生：中国国籍，1947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高级政工师。 

历任国营琼港农场副连长、清江合成纤维厂车间负责人、政治学校校长、工会主

席、无锡锅炉厂宣传副科长、厂办主任、现任本公司工会主席兼公司办公室主任。

2002 年年收入 5.5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朱嘉仁先生：中国国籍，1949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政工师。历

任无锡锅炉厂车间党支部书记、纪委副书记、审计处长、现任本公司党委办公室

主任兼纪委副书记。2002 年年收入 2.5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谢士鸣先生：中国国籍，1952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会计师。 历

任无锡市缝纫机二厂会计、无锡市人民政府驻厦门办事处会计主管、无锡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计财部副经理、无锡市经济技术集团发展总公司计财部

副经理、现任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计划资金部经理。2002 年年

收入 3.8 万元，在无锡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领取，不在本公司领取薪

酬。 

3、其它高级管理人员 

胡仪林先生：中国国籍，1954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经济师,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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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无锡锅炉厂团委副书记、 工会副主席、主席、副厂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2002 年年收入 5.2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谢鹤清先生：中国国籍，1956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经济师，历

任无锡锅炉厂车间副主任、生产处副处长、处长、厂长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2002 年年收入 5.2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贺旭亮先生：中国国籍，1962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高级工程师，

历任无锡锅炉厂总工程师办公室副主任、销售处处长、厂长助理，现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2002 年年收入 5.5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缪银松先生：中国国籍，1952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经济师，历

任无锡锅炉厂劳资教育处副处长、处长、厂长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02

年年收入 5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邵耿东先生：中国国籍，1971 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历任无锡锅

炉厂销售二处副处长、处长、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2002 年年收

入 4.8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沈衍庆先生：中国国籍，1951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会计师,历

任无锡锅炉厂财务处副处长、处长、副总会计师、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上市办主任。2002 年年收入 3.1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韩中英女士：中国国籍，1951 年生，大学专科文化，会计师，历任无锡锅炉

厂财务处副处长，现任本公司财务处处长。2002 年年收入 3.1 万元，全部在本

公司领取。 

4、核心技术人员 

邢培生先生：中国国籍，1941 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高级工程师，

曾任无锡锅炉厂副总工程师、总工程师。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长期从事产品开发

和技术管理，曾先后主持开发 35t/h 链条炉、75t/h 煤粉锅炉、65t/h 双炉排链条

炉、130t/h 和220t/h煤粉锅炉、200t/h 垃圾焚烧锅炉、组织75t/h 循环流化床锅

炉、58MW 热水锅炉等重大项目的研试，在新产品的开发中取得了较突出的成绩。

“65t/h 次高压双炉排锅炉”荣获 1994 年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75t/h 次

高压煤粉锅炉”获得 1997 年无锡市科技进步二等奖，“35t/h飞灰循环回燃流化床

锅炉”获得无锡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发展城市生活垃圾焚烧锅炉及其探讨”论文

获得 2000 年无锡市人民政府颁发的自然科学论文二等奖。1992 年被命名为无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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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年专业技术拔尖人才，1993 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为中国动力

工程学会理事，全国锅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锅炉水处理协会常务理事。

2002 年年收入 3.6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沈解忠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 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文化，高级工

程师，历任无锡锅炉厂设计员、设计组长、副处长、处长及副总工程师，现任本公

司副总工程师，设计三处处长，一直从事新产品开发，先后开发日处理300吨的垃

圾焚烧炉、75t/h 循环流化床锅炉，曾经到美国及欧洲进行技术交流，多次获得省

市科技进步奖，曾被评为市劳模。2002 年年收入 3.1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苏小平先生：中国国籍，1955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文化，高级工

程师，历任无锡锅炉厂设计员、设计组长、设计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处长、现任

本公司副总工程师。1993年被聘为高级工程师，一直从事锅炉设计和新产品开发工

作，个人获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省优秀新产品金牛奖，1999年获市委市府颁发的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02 年年收入 4.5 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朱晓峰先生：中国国籍，1943年 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

师，历任无锡锅炉厂设计员、设计组长，现任本公司副总工程师，一直从事新产品

开发和设计工作，曾多次获得部、省、市科技进步奖、金牛奖。经常出国进行技术

交流和技术援助。2002 年年收入 4万元，全部在本公司领取。 

5、相关事项说明 

（1）本公司目前与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间未有

借款或担保方面的协议。 

（2）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在发行前未以个人持

股、家属持股、法人持股等形式持有发行人及关联企业的股份。 

（3）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在关联企业任职情况请参

阅“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均未在其他单位任职。 

（4）上述人员相互之间不存在配偶关系、三代以内直系和旁系亲属关系。 

（5）本公司独立董事的津贴为 1万元。 

（6）为激励技术人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公司建立了科技开发奖励的制度，

对作出突出贡献的技术人员给予奖励。 

 

 



 14

第七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及控股股东全资、控股企业、具有实际控制权的企业之

间不存在同业竞争。为避免同业竞争情况的发生，水星集团已向本公司书面承

诺，在今后的业务中，水星集团不与本公司产生同业竞争，即水星集团包括水

星集团全资、控股公司及水星集团对其具有实际控制权的公司不会以任何形式

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工业锅炉厂与本公司存在部分同业竞争关系。但由于工业锅炉厂仅持有本

公司 0.4%的股份，不是直接、间接地控制本公司或对本公司有重大影响的法人，

且本公司与该公司存在同业竞争的产品收入占本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较小，

非本公司主导产品，因此，工业锅炉厂与本公司之间存在的部分同业竞争关系

对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影响较小。 

发行人律师、主承销商均认为本公司与集团公司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1、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本公司目前存在的关联方及关联关系请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及附录。 

2、主要关联交易 

（1）本公司向集团公司租赁土地 

2000 年 11 月 20 日，本公司筹委会与集团公司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

土地租赁面积为 82,493 平方米。在 2002 年 1 月，鉴于本公司已购买了集团公司

的技术大楼和包装车间，本公司与集团公司就技术大楼和包装车间所在的土地签

订了《土地使用权租赁协议》，新增土地租赁面积 16,822 平方米。 

土地租赁协议约定，集团公司租赁与股份公司使用的有关土地的面积为

99,315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50 年 7 月 4 日；本公司每年向

集团公司支付建筑物占用面积每平方米租金 12 元、干道面积每平方米租金 18

元、绿化面积每平方米租金 24 元，总计年租金 201.48 万元，双方可根据市场变

化协商上浮或下调 5－10%；年租金分两次支付，本公司每年 6 月 30 日前和 12

月 31 日前分别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2001 年度本公司按协议约定共向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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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上述租赁费 167.08 万元，2002 年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支付土地租赁费 201.48

万元。 

（2）本公司向集团公司租赁房屋 

2000 年 11 月 20 日，集团公司与本公司筹委会签订《房屋租赁协议》。协议

约定，自 2001 年起，本公司应向集团公司交纳租金，技术大楼、包装车间、会

堂及餐厅每平方米月租金 10 元，集体宿舍每平方米月租金 5元，建筑物（围墙）

每米月租金 2元，租赁房屋的年租金共计为 234.42 万元。年租金分两次支付，

本公司每年 6月 30 日前和 12 月 31 日前分别支付二分之一年租金。2001 年度本

公司按协议约定共向集团公司支付上述租赁费用 234.42 万元。 

在 2002 年 1 月，鉴于本公司已购买了集团公司的技术大楼和包装车间，本

公司与集团公司重新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根据重新签订的协议， 2002 年

度向集团公司支付上述租赁费调整为 16.86 万元，2002 年支付 16.86 万元。 

（3）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综合服务 

2000 年 11 月 20 日，集团公司与本公司筹委会签订《综合服务协议》，协议

对集团公司向本公司提供的包括保安、供水、供电、供汽、设备大修理、产品运

输等后勤保障服务及生产辅助方面的某些服务或供应达成一致意见。2001 年度

本公司按协议约定向集团公司支付保安等后勤服务费用 41.40 万元，运输服务费

用 239.65 万元，水、电、汽等费用 264 万元。2002 年按集团公司实际提供的劳

务向其支付运输服务费 187.76 万元，支付保安费 41.40万元，水、电、汽等费

用 596 万元。 

（4）本公司向集团公司出售部分原材料 

2001 年 1 月 1 日，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签订《供货协议》。协议约定，本公司

向集团公司出售原材料。货物价格按以下原则执行：如果有国家定价则执行国家

定价；在无国家定价时执行市场价格。货款的支付方式为：一般情况下，股份公

司与母公司签订的供货协议均应当再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约定付款期限，不得提供

优于其他客户的条件；如果没有再作出特别的约定，原则上当月货款应当在三个

月内结清。2001 年度本公司向集团公司出售的原材料等产品共 409 万元。2002

年度本公司向集团公司出售的原材料等产品共 377 万元。 

（5）本公司向集团公司收购资产 

2001 年 10 月，华光股份收购水星集团的包装车间和技术大楼，本次资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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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价款为 1,245.26 万元。购买后的技术大楼和包装车间分别用于本公司科研基

地和仓库。上述资产经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评估，并出具了苏公会评

报字（2001）第 0029 号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已经无锡市国有资产管理局锡国评

（2001）确认第 138 号文确认。 

（6）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的资金往来 

2001 年度，集团公司曾无偿占用本公司资金，按月度加权平均测算约为

6,700 万元。截止 2001 年 12 月 31 日，集团公司占用本公司的资金已经全部归

还。在 2002 年度未发生集团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7）本公司与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间的关联交易 

根据双方签订的《供货协议》，本公司（包括原无锡锅炉厂）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向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无锡锅炉厂锅炉工程公司销售锅炉等分别

为 1,088 万元、837 万元和 0元。 

根据双方签订的《供货协议》，本公司（包括原无锡锅炉厂）2000 年、2001

年、2002 年向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无锡锅炉厂锅炉实业公司销售锅炉配件等

分别为 360 万元、317 万元和 505 万元。 

2001 年度，本公司向无锡锅炉厂锅炉实业公司支付运费 70 万元。2002 年度，

本公司向无锡锅炉厂锅炉实业公司支付运费 11.37 万元，晒图费 75.83 万元。 

2002 年度本公司向无锡锅炉厂锅炉工程公司采购配件金额 44 万元。 

（8）公司募集资金的运用与关联交易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所投的项目，全部由本公司独立实施，不存在与关联方

合资的情况，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后不与关联方存在交易。 

3、减少、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集团公司与本公司从事不同的业务，股份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产、供、销

系统，与公司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已完全分开。除本公司 2002

年度向集团公司出售原材料等产品共 377 万元和不可避免的土地租赁、房屋租

赁、综合服务、水电汽供应等关联交易外，没有业务经营上的关联交易。对业已

存在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已采取了相关的措施： 

（1）明确关联交易决策的有关权限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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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关联交易，本公司先后制定了《关联交易决策制度》、《法人治理纲要》

等规章制度，以明确关联交易决策的有关权限和程序。 

（2）针对集团公司在 2001 年度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本公司制订了相

关的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集团公司也对本公司出具了不再占用本公司资金

的承诺。 

 

第八节  财务会计资料 

本公司截止2002 年12月31日的财务会计资料，已于2003 年7月 1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招股说明书摘

要》中进行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请查阅上述报纸或刊登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一、注册会计师意见 

本公司已聘请江苏公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于 2000 年 12 月 31

日、2001 年 12 月 31 日、2002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00 年度、2001

年度、2002 年度的利润及利润分配表、2002 年度的现金流量表进行了审计。注

册会计师已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以下引用的财务会计数据，非经

特别说明，均引自经审计的会计报表。 

二、简要会计报表 

1、简要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资 产 2002.12.31 2001.12.31 2000.12.31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76,890,518.52 117,637,973.84 76,579,674.46 

短期投资 324,000.00 - 60,000,000.00 

应收票据  - 4,700,000.00 

应收帐款 45,089,237.28 46,842,676.72 35,032,399.44 

其他应收款 3,936,240.98 4,319,812.20 897,096.75 

预付帐款 21,598,234.15 9,050,978.92 15,164,560.62 

存 货 323,895,410.60 206,166,773.45 111,029,157.92 

流动资产合计 471,733,641.53 384,018,215.13 303,402,88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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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31,999,413.17 29,305,942.90 35,703,299.66 

长期投资合计 31,999,413.17 29,305,942.90 35,703,299.66 

固定资产原价 146,911,200.54 132,045,063.20 103,374,468.20 

减:累计折旧 66,970,801.21 58,920,700.35 44,469,708.98 

固定资产净额 79,940,399.33 73,124,362.85 58,904,759.22 

在建工程 5,165,074.89 1,373,902.85 3,908,982.22 

固定资产合计 85,105,474.22 74,498,265.70 62,813,741.44 

无形资产 6,493,499.55 7,718,800.00 - 

无形资产及其他资产合计 6,493,499.55 7,718,800.00 - 

资产总计 595,332,028.47 495,541,223.73 401,919,930.29 

短期借款 - 5,000,000.00 11,000,000.00 

应付票据 7,900,000.00 10,285,800.00 7,245,900.00 

应付帐款 26,773,602.83 52,159,898.46 60,298,748.59 

预收帐款 358,743,426.11 261,040,555.77 161,401,127.83 

应付工资 5,330,000.00 8,000,000.00 8,000,000.00 

应付福利费 4,329,260.18 1,076,507.81 82,459.74 

应交税金 276,905.32 -4,055,358.74 5,570,439.61 

其他应交款 4,038,970.07 2,945,258.67 2,036,252.76 

其他应付款 1,986,724.54 2,348,368.73 2,744,267.43 

流动负债合计 409,378,889.05 338,801,030.70 258,379,195.96 

长期借款 - - 19,600,000.00 

长期负债合计 - - 19,600,000.00 

负债合计 409,378,889.05 338,801,030.70 277,979,195.96 

股 本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股本净额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资本公积 32,628,308.81 32,628,308.81 25,757,774.71 

盈余公积 11,028,374.20 5,185,784.92 - 

其中:公益金 5,514,187.10 2,592,892.46 - 

未分配利润 42,296,456.41 18,926,099.30 -1,817,040.38 

股东权益合计 185,953,139.42 156,740,193.03 123,940,734.33 

负债和股东权益合计 595,332,028.47 495,541,223.73 401,919,93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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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简要利润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2 年度 2001 年度 2000 年度 

一、主营业务收入 360,069,236.99 299,579,491.80 267,015,741.14 

减：主营业务成本 257,533,905.47 208,028,236.06 185,227,236.05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502,196.70 432,236.00 1,677,389.13 

二、主营业务利润 102,033,134.82 91,119,019.74 80,111,115.96 

加：其他业务利润 3,083,135.78 2,702,893.92 1,932,474.66 

减：营业费用 20,413,735.67 13,326,284.85 11,798,942.40 

管理费用 54,725,623.07 48,075,053.13 41,909,603.74 

财务费用 -1,737,398.52 817,180.99 4,872,795.66 

三、营业利润 31,714,310.38 31,603,394.69 23,462,248.82 

加：投资收益 4,247,253.14 -447,356.76 3,413,605.27 

补贴收入 - 1,126,321.90 - 

营业外收入 275,628.52 348,206.25 - 

减：营业外支出 1,759,828.85 1,333,990.85 849,332.83 

四、利润总额 34,477,363.19 31,296,575.23 26,026,521.26 

减：所得税 5,264,416.80 5,367,650.63 8,588,752.02 

五、净利润 29,212,946.39 25,928,924.60 17,437,769.24 

3、简要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  目 200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768,894.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775,854.4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202,706.06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0,747,455.32 

 

三、会计报表注释 

本公司会计报表注释等内容，请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查阅地址为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四、发行人主要财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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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指标 2002.12.31 2001.12.31 2000.12.31 

流动比率（次） 1.152 1.133 1.174 

速动比率（次） 0.361 0.525 0.745 

资产负债率（次） 68.76% 68.37% 69.16% 

应收帐款周转率（次） 7.833 7.318 7.622 

存货周转率（次） 0.972 1.312 1.668 

净资产收益率（全面摊薄）（%） 15.71 16.54 14.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 14.35 15.16 -

每股收益（元） 0.292 0.259 0.17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元） -0.087 - -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407 - - 

 

第九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严格依照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行，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所处行

业、市场无重大变化；主要投入产出物供求及价格无重大变化。 

二、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无重大对

外投资、重大资产（股权）收购或出售行为；住所未发生变更。 

三、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重大会计

政策和会计师事务所没有发生变化。 

四、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未发生新

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发生变化。 

五、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尚未了结或可能发生的重大诉讼事项。 

六、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本公司未涉及任

何重大诉讼事项或仲裁，亦无任何尚未了结或可能面临的重大诉讼或索赔要求。 

七、根据本公司 200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自公司成立之日起至本次发行前

形成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八、本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第一大股东无锡水星集团有限公司承诺：自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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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所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其所

持有的股份。 

九、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后至本公司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没有其他应披露

而未披露之重大事项。 

 

第十节  董事会上市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承诺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实施

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并自

股票上市之日起做到： 

一、承诺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和及时地公布定期报告，披露所有对投资

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二、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

中出现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三、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将认真听取社会公众

的意见和批评，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

司股票的买卖活动； 

四、本公司没有无记录的负债。 

 

第十一节  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推荐人情况 

上市推荐人：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90 号华泰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电话：021-68419797 

传真：021-68816999 

联系人：宋振方、周文昊、安雪梅 

上市推荐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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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98 号金钟广场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电话：021-63756385 

传真：021-63756458 

联系人：张立、程建新、杨慧、周晓雷 

 

二、上市推荐人意见 

本公司上市推荐人认为：本公司章程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已具备了上市条件；本公司董事了解法律、法规、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规则及股票上市协议规定的董事的义务与责任；本公司建立健全了法

人治理结构，制定了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与保密制度。 

上市推荐人已对上市文件所载的资料进行了核实，认为上市文件真实、准确、

完整，符合规定要求，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承担连带

责任。上市推荐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市推荐人愿意推荐本公司的股票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且在上市推荐过程中，保证不利用获得的内幕信

息进行内幕交易，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年七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