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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桂东电力       股票代码 600310     编号 临 2002 17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

广西贺州市桂东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决议 决定投资控股成立 广西贺

州市桂东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 董事会决

议已在 2002 年 2 月 8 日的 中国证券报 和 上海证券报 上公告 按照信

息披露的有关规定 现将桂东电子科技公司的有关情况和投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出资人概况

    1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略

         2 宋洪洲先生

         宋洪洲 男 35 岁 大学文化 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电子材料

与元器件专业 曾任广东佛山市无线电三厂工艺员 车间主任 铝箔分厂厂长

佛山市日丰电子有限公司厂长 贺州市宏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

理 现任桂东电子科技公司董事 总经理 宋洪洲先生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电

子铝箔生产经营管理与研究 具有丰富的技术和实践经验 是电子铝箔专家

3 杨小飞先生

杨小飞 男 39 岁 大学文化 毕业于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电子机械系无线

电设备结构设计专业 曾任广东佛山市无线电三厂技术员 铝箔分厂副厂长

佛山市日丰电子有限公司副厂长 贺州市宏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 副

总经理 现任桂东电子科技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 杨小飞先生大学

毕业后一直从事电子铝箔生产经营管理与研究 具有丰富的技术和实践经验

是电子铝箔专家

        二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成立情况



2

        2002 年 2 月 28 日 本公司与自然人宋洪洲 杨小飞共同签订了 关于成

立广西贺州市桂东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协议书 2002 年 3 月 12 日 桂东电

子科技公司在贺州市工商局登记注册成立 注册资本人民币 4,000 万元 法定

代表人温昌伟 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电子铝箔产品 电子材料开发等 本公司

以自有资金 3,615.168 万元投入 占桂东电子科技公司注册资本的 90.38% 宋

洪洲 杨小飞两人共同以部分现金和非专利技术作价出资 占桂东电子科技公

司注册资本的 9.62%

        三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投资情况

     一 投资 337.15 万元 受让原贺州市宏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的主要资产

和相关负债

     1 受让资产方案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 2002 年 3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一次股东

会通过决议 决定受让原贺州市宏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 宏力电子公司

的主要资产和相关负债 2002年 4月 26日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与宏力电子公司

签署 资产和负债转让协议书 双方约定 根据具有证券及相关从业资质

的湖北民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贺州市宏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截止 2002 年

2 月 28 日的整体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 关于贺州市宏力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整体资产转让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鄂信评报字 [2002]第 007 号 并

经贺州地区财政局核准和备案 截止 2002 年 2 月 28 日 宏力电子公司经

评估后的资产总额为 19,075,817.11 元 负债总额为 14,406,069.77 元

净资产为 4,669,747.34 元 宏力电子公司同意按照以上结果把主要资产和

相关负债转让给桂东电子科技公司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同意支付给宏力电子

公司主要资产转让金合计人民币 3,371,542.88 元 已剔除无形资产

800,300.00 元 货币资金 350,975.62 元 税金-146,928.84 元 并承担宏

力电子公司相关的负债 14,552,998.61 元 该转让和受让事项已于 2002 年

4 月底完成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从 2002 年 3 月 1 日起拥有宏力电子公司的

主要资产和相关负债

2 宏力电子公司简况

    宏力电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 3 月 22 日 注册资本 288 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莉芳 经营范围为生产经营电子铝箔产品 有员工 50 人 已建成电子铝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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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线 2 条 主要产品为中高压电子铝箔

    宏力电子公司注重抓好生产和质量管理 项目投产以来各项技术指标优良

其生产的中高压电子铝箔产品于 2000 年 12 月通过中国信息产业部电子第五研

究所质量检测中心检验 质量全部达到且部分超过国家电极箔行业标准 并于

2001 年元月获得自治区经贸委颁发的 新产品证书 产品得到广东 上海

江苏 湖南等电解电容器生产厂家的普遍认可

贺州地区有丰富的水电资源 年平均电价仅为 0.3 0.4 元/千瓦时 对铝箔

生产非常有利 而水的成本更低 仅为 0.15 元/吨 就水和电两项每年要比同行

厂家降低 10%左右的成本 再加之当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廉 还有西部开发

优惠政策的扶持 这一系列优势为与国内同行竞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因此 为

扩大生产规模 增强竞争力 本公司决定对该公司进行重组 重新成立桂东电

子科技公司 并投资受让其主要资产和相关负债 宏力电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

联关系

    二 投资 8598 万元建设年产 100 万平方米中高压电子铝箔生产线项目

 1 投资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年产 100 万㎡中高压腐蚀 化成电子铝箔技改项目

项目批复 广西壮族自治区经贸委桂经贸字[2001]486 号文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来源 项目总投资 8598 万元 修正概算 其中固定资

产投资约 7000 万元 含购买土地费用约 2000 万元 股东出资投入项目资金不

足部分由桂东电子科技公司向银行贷款解决 并争取政府贴息贷款

项目主要内容 建设腐蚀车间 化成车间及供电 供水 供汽等设施 新

增腐蚀生产线 6条 化成生产线 14 条 截止本报告日 已有 3 条生产线调试成

功并投入生产 加上受让的 2 条生产线 该公司已有 5 条生产线 形成了年产

50万平方米中高压电子铝箔产品的生产能力

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建设期约一年 达产后 每年可生产中高压电子铝箔

产品 100万平方米 预计 15年计算期内 含建设期 1年 年平均销售收入 11440

万元 年平均税后利润 1065万元(所得税 33%) 项目内部收益率 17.72% 投资

利润率 18.49% 投资利税率 29.66% 投资回收期 5.3 年 含建设期 1 年 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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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利率按银行同期利率计算

2 项目的优势和风险分析

1 优势分析

1 行业和产品优势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生产的中高压腐蚀 化成电子铝箔产品是广西自治区经

贸委桂经贸字[2000]424 号文下达的技术创新计划项目 产品通过了中国信息产

业部电子第五研究所质量检测中心检验 质量全部达到且部分超过国家电极箔

行业标准 并于 2001 年元月通过了自治区级技术鉴定并获得自治区经贸委颁发

的 新产品证书 属于高附加值 新技术项目 产品已得到广东 上海 江苏

湖南等电解电容器生产厂家的普遍认可

    铝电解电容器是我国发展最快的电子元件之一 电子铝箔是铝电解电容器

生产的主要原材料 铝电解电容器在彩色电视机 VCD DVD 功放机 洗衣

机 空调 工业变频调速器 电脑 UPS 不间断电源 闪光灯等电器产品中广

泛应用 尤其是铝电解电容器的高耐压 高比容 价廉物美等特点 使得其在

电子元器件市场中长久不衰 但由于高档次的铝电解电容器对电子铝箔的品质

要求较高 特别是对中高压电子铝箔要求更高 目前多数厂家所用中高压铝箔

大部份依靠进口 目前国内生产高档次中高压电子铝箔的企业年产量不足 500

万平方米 而国内年需求 1000 万平方米以上 有 50%仍靠进口来满足 市场缺

口较大 因此 中高压电子铝箔是一个高技术 高附加值 高回报的好项目

市场前景非常广阔 近年来 铝电解电容的增长速度较快 而国内电子铝箔产

量的增长速度从 95 年到 99 年仅为 30%左右 远远滞后于铝电解电容器的增长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采用进口光箔为原料生产加工中高压电子铝箔 产品品质好

档次高 质量可与进口箔相媲美 受到了用户的信赖

2 资源优势

电子铝箔的生产为高耗能产业 铝箔生产成本中水和电的成本占整个成本

的 35%左右 而贺州地区有着丰富的水电资源 水电是本地区的优势 桂东电

子科技公司扩大电子铝箔生产规模 既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满足市场需求 还

可以充分发挥本地区电力资源优势 提高企业规模效益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由本公司长年供电 年用电量将超过 1 亿度 水和电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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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每年要比同行厂家降低 10%左右的成本 再加上当地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廉

使其生产成本大大降低

3 人才优势

参与投资和经营的两位广东技术专家十多年从事电子铝箔生产和研究 有

丰富的实践经验 曾到国外深造 其原所在单位为国内电子铝箔行业知名厂家

产品质量达国内先进水平 产品供不应求 因此 两位专家的加盟 不但确保

了桂东电子科技公司的生产 技术及产品质量 同时也为产品打入国内国际市

场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2 风险和控制

该项目主要有行业风险 市场风险 政策性风险等 但通过对其有效控制

是完全能够产生好的效益的 如 针对行业风险 一方面将采取各种措施积极

加强自身建设 保持在同行业中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将充分利用水 电 工

资等成本低和自身规模大 实力雄厚的优势 努力开拓国外市场 提高市场占

有率 针对市场风险 由于目前没有任何一种元件可替代铝电解电容器 也没

有办法将它集成为集成电路 是一种暂时无法替代的产品 中高压铝电解电容

器用的腐蚀 化成铝箔的技术含量高 生产工艺复杂 一般企业 个人无法加

工生产 同时 国内电子铝箔发展只有 10 多年 目前正处于朝阳时期 生产同

类产品的厂家不多 不存在恶性和无序竞争的状况 因此 一方面通过强化内

部管理 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 利用先进技术 加强质量管理和成本管理 并

积极培育相关的高新科技项目 并与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 加大新工艺 新

产品研究和开发力度 提升产品品质 优化产品结构 加强营销管理 发展

健全销售网络 积极拓展国外市场 提高市场覆盖率和市场占有率 针对政策

风险 将加强对有关方针 政策的学习研究 及早了解国际市场动向 争取对

政府政策的改变作出提前决策

3 发展前景

1 产品供不应求

电子铝箔是生产铝电解电容器的主要原材料 应用广泛 目前我国生产中

高压电子铝箔的生产厂家很少 年产量 500 600 万㎡之间 而目前国内年使用

量都在 1000 万㎡左右 市场缺口较大 约有 50%需要进口 因此 电子铝箔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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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5 10 年内仍供不应求

2 生产规模大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年产 100 万㎡中高压腐蚀 化成电子铝箔技术改造项目

完成后 在国内同行企业规模排行第二 其发展前景将被长期看好

3 收益可观且稳定

经过论证 新公司项目投产后 项目各项指标财务内部收益率均大于基准

收益率 12% 经济效益好 项目抗风险能力较强

4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制定了以成熟的高新技术产品为核心 以不断进行

产品和工艺创新 创建品牌 提高市场占有率为目标的经营策略 确保产品处

于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水平 并努力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子铝箔生产企业

4 对桂东电力的影响

1 通过成立新公司并生产新技术电子铝箔产品 可以在稳步发展传统产

业项目的基础上 寻求新的投资领域 进行多元化投资 拓展新的业务渠道和

品种 分散投资风险 扩大经营规模 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2 桂东电子科技公司为用电大户 100 万平方米铝箔生产线投产后 每年

将用桂东电力 1 亿多度电 对桂东电力负荷的稳定和增加桂东电力的供电效益

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 5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