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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20                证券简称：*ST 新能            公告编号：2018-085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说明：若无特别说明，本公告所述简称与公司披露的《山东新能泰山发

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中的简称具

有相同含义。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或“新

能泰山”）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相关事项经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公司向关联方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山电力”）转让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7 年 7 月 31 日）上市公司母公司账面除应收股利、应交税

费及所持有的鲁能泰山曲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曲阜电缆”）51%股权外

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包括公司持有的山东华能莱芜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

芜热电”）80%的股权、山东华能莱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莱州风电”）

80%的股权、山东华能聊城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聊城热电”）75%的股权、

山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周矿业”）98%的股权、山东泰

丰钢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丰钢业”）20.75%的股权、华能莱芜发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莱芜发电”）15%的股权、特变电工山东鲁能泰山电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泰山电缆”）11.01%的股权，泰山电力以现金方式支付标的资产的

对价，本次交易价格总额为 82,861.39 万元。详细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30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网站上披露的《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18-011）。 

截至目前，本次交易涉及交易标的股权类资产已完成过户、非股权类资产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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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交割，交易标的对价已经全部支付完毕。有关事项如下： 

一、标的资产过户及交割情况 

（一）交易标的股权类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新能泰山持有标的股权全部股权转让至泰山电力的股东变更

工商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成。莱芜热电已于2018年3月23日就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

毕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200758275382M）；莱州风

电已于2018年3月18日就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370683793946110P）；聊城热电已于2018年3月9日就股权转让事

宜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500167860766H）；

西周矿业已于2018年3月27日就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60944512）；莱芜发电已于2018年3月23日就股

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2006968715169）；泰丰钢业已于2018年3月12日就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相

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2783464476L）；泰山电缆已

于2018年10月15日就股权转让事宜办理完毕相应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3709827535279070）。 

（二）交易标的非股权类资产交割情况 

2018年2月28日，新能泰山与泰山电力签署了《资产交割确认书》，双方一致

确认以2018年2月1日为标的资产的交割日，双方正式办理和实施标的资产交割手

续，包括核验相关移交资产、签署和交换相关移交清册和确认书等，泰山电力对

新能泰山交付的标的资产的法律和事实状态不存在任何异议。截至交割日（2018

年2月1日），新能泰山向泰山电力转移的非股权类资产情况如下： 

资产项目 

2017.7.31 2018.2.1 

金额（万

元） 
金额（万元） 过户/交付状态 

已过户/交

付金额

（万元） 

已过

户/交

付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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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1,404.01 138.29 已交付 138.29 100% 

应收利息 174.61 172.62 已交付 172.62 100% 

其他应收款 644.67 1,392.13 已交付 1,392.13 1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资产 
554.21 - 已交付 - 100% 

其他流动资产 15,155.18 15,705.68 已交付 15,705.68 100% 

固定资产 3,015.02 2,878.08  92.64 3% 

其中：房屋及建筑物 2,890.54 2,785.44 

已交付，产权正

在办理过户登记

手续 

- - 

交通运输工具 28.31 13.27 已交付 13.27 100% 

办公设备及其他 96.17 79.37 已交付 79.37 100% 

无形资产 17.42 15.50 已交付 15.50 100% 

资产总计 20,965.12 20,302.30  17,516.86 86% 

负债项目 

2017.7.31 2018.2.1 

金额（万

元） 
金额（万元） 

已取得同意函/

已清偿状态 

已取得同

意函/已偿

还金额

（万元） 

已取

得同

意函/

已偿

还比

例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56,000.00 60,000.00  60,000.00 100% 

其中：邮储银行 6,000.00 - 

借款已到期，新

能泰山以过渡期

损益留存自有资

金偿还 

- 100% 

农业银行 40,000.00 50,000.00 

4 亿已取得同意

函及期后新增 1

亿借款已偿还 

50,000.00 100% 

华能财务 10,000.00 10,000.00 
已签署《债务承

接协议》 
10,000.00 100% 

应付账款 252.76 252.76 自草案后未新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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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债权人同意

函 

应付职工薪酬 24,575.77 20,178.10 

不需要单独出具

同意函，由承接

主体承接 

20,178.10 100% 

应交税费 260.94 260.94 

根据《资产出售

协议》及补充协

议，由承接主体

承接 

260.94 100% 

应付利息 302.28 276.40 

根据《资产出售

协议》及补充协

议，由承接主体

承接 

276.40 100% 

其他应付款 756.49 1,575.77 

自草案后未新增

取得债权人同意

函 

18.26 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

负债 
16,000.00 35,000.00 - 35,000.00 100% 

其中：华能财务委托

贷款 
16,000.00 35,000.00 

已签署《债务承

接协议》 
35,000.00 100% 

流动负债合计 98,148.24 117,543.96 - 115,733.70 98%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19,000.00 - - - 100% 

其中：华能财务委托

贷款 
19,000.00 - - - 100% 

非流动负债合计 19,000.00 - - - 100% 

负债合计 117,148.24 117,543.96 - 115,733.70 98% 

注：截至2018年2月1日，上市公司将长期借款重分类为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双方进一步确认，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交付义

务视为履行完毕（而无论标的资产是否已实际完成交付或产权过户），泰山电力

即成为标的资产合法所有者，标的资产的全部权利、义务、责任和风险均由泰山

电力享有和承担。新能泰山不再享有与标的资产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承担标的

资产有关的任何义务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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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产、土地使用权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泰山电力已明确知悉标的资产中存在土

地、房产权属瑕疵以及部分房产处于出租状态等情况，并同意按照本协议约定的

价格和方式与新能泰山进行本次交易；该等瑕疵资产上涉及的潜在纠纷、处罚、

补缴土地出让金、滞纳金以及承租人不放弃优先购买权导致相关房产无法转让的

风险均由泰山电力承担，泰山电力承诺不会因此要求新能泰山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或进行任何额外补偿。 

同时，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双方进一步同意，针对在交割日未完成过

户、更名、权属变更手续的标的资产以及未履行完毕或未完成转移手续的业务合

同及其他合同（如有）（该部分正在履行过户手续的房屋建筑物金额占本次重组

置出资产总额的2.05%），新能泰山与泰山电力应继续完成标的资产的过户、更名、

权属变更手续或合同转移手续，并解除新能泰山为标的资产提供的担保，泰山电

力不会要求新能泰山承担延迟履行义务的任何法律责任，不会主张新能泰山违约

或要求新能泰山承担法律责任；如新能泰山在交割日后承担了担保责任，则由泰

山电力承担全部责任，确保新能泰山不遭受任何损失。 

2、债权债务转移 

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自交割日起，标的资产中所包含的全部债权，由

泰山电力享有；标的资产中所包含的全部债务，由泰山电力承担。对于标的资产

中的债权，新能泰山应当向有关债务人发出拟将债权转让至泰山电力的书面通

知；对于标的资产中的债务，新能泰山应当向有关债权人发出债务转移通知，并

尽最大努力取得相关债权人同意转让的书面同意。对于因债权人不同意债务转移

至泰山电力等原因而需要新能泰山偿还的，则由泰山电力在接到新能泰山通知后

十个工作日内将相关款项汇至新能泰山，再由新能泰山对上述债务直接予以偿

还，泰山电力在该等债务偿付后不再向新能泰山追偿；如泰山电力未能及时进行

偿付致使新能泰山承担相应责任的，新能泰山有权向泰山电力追偿。 

截至交割日（2018 年 2 月 1 日），上市公司非股权类资产中的负债合计为

117,543.96 万元，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2017 年 7 月 31 日），上市公司拟出售的

非股权类资产中的负债合计为 117,148.24 万元。二者差异主要原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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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银行借款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上市公司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

（“农业银行”）借款情况如下： 

序

号 
债权人 借款合同金额（万元） 

尚余未归还金额 

（万元） 

债务到期日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安分行 
9,000 9,000 2018.04.05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安分行 
21,000 21,000 2018.03.07 

3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安分行 
3,000 3,000 2018.03.08 

4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泰安分行 
7,000 7,000 2018.03.16 

合计 40,000 40,000 - 

2017 年 8 月 22 日，上市公司新增对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分行短

期借款 10,000 万元，根据《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泰山电力已在接到上市

公司通知后，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向上市公司支付 10,000 万元，用以偿还农业

银行上述借款。 

（2） 邮储银行借款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上市公司对国邮政储蓄银行泰安市分行营业部（“邮

储银行”）借款情况如下： 

序

号 
债权人 

借款合同金额

（万元） 

尚余未归还金额 

（万元） 

债务到期日 

1 国邮政储蓄银行泰安市分行营业部 3,000 3,000 2017.8.25 

2 国邮政储蓄银行泰安市分行营业部 3,000 3,000 2018.2.15 

合计 6,000 6,000 - 

上市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及 2018 年 1 月 12 日，以账面自有资金偿还

上述借款，该自有资金为上市公司过渡期经营损益留存，因此在资产交割时，该

自有资金及已偿还负债均已不在交割范围中。 

（3） 华能财务借款 

截至 2017 年 7 月 31 日，上市公司对华能财务借款合计 45,000 万元，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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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2 月 1 日，上市公司、泰山电力及华能财务共同签署《债务承接协议》，根据

该协议，原上市公司与华能财务签署的系列借款合同（以下合称“原借款合同”）

项下合同金额合计 45,000 万元，各方同意原借款合同中上市公司权利义务由泰

山电力承接。 

（4）其他差异说明 

非股权类资产中的其他负债科目账面余额在交割日与审计评估基准日差异，

主要为过渡期正常经营活动导致，无重大差异。 

3、人员安置情况 

根据《资产交割确认书》，双方同意，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上市公

司母公司相关人员由泰山电力负责安置，安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上市公司承

担。双方应协商尽快办理完毕人员安置及转移手续。 

双方一致确认，本次交易不涉及标的公司莱芜热电、莱州风电、聊城热电、

西周矿业、莱芜发电、泰丰钢业、泰山电缆人员的重新安排或职工安置事宜，标

的公司与其员工之间的劳动关系维持不变，或按照各标的公司原已批准的标的公

司内部员工安置方案执行。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涉及安置的相关人员的劳动关系已完成移转。 

二、交易对价的支付情况 

根据《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泰山电力作为交易对方应向上市公司以

现金方式支付拟出售资产之交易对价。泰山电力应当自《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

议》生效之日起5日内向上市公司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70%即人民币58,002万元，

于交割日起15日内向上市公司支付本次交易对价的剩余30%即人民币24,859万

元。 

截至本公告日，新能泰山已收到泰山电力支付的全部股权转让款，即人民币

82,861.39万元。 

三、后续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资产的主要风险及权属已转移至泰山电力，本次交易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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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完成。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的其他后续相关事项为：本次交易过程

中，新能泰山与泰山电力签署了相关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双方将继续履行相

关承诺。 

四、中介机构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决策、审批及实施过程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主要风险及权属已转移至交易对方，标的资

产的交割手续已经完成，部分正在履行过户手续的固定资产已在《资产交割确认

书》中明确约定，不影响该部分资产的交付和使用，该部分正在履行过户手续的

资产金额仅占本次重组置出资产总额的2.05%，标的资产的对价已经全部支付完

毕； 

3、本次交易交割过程中，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包括交易标的

的资产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存在调整事

宜。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实施过程中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

提名、选举事项已履行现阶段所必要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5、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出现违反协议或承诺约定

的情形； 

7、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

风险和实质性障碍。 

（二）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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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重组已经取得全部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约定的生效条

件已经满足，本次重组已具备实施条件； 

2、本次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已完成交割，且泰山电力已按照相关协议的约

定向新能泰山支付本次交易对价82,861.39万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资产出售协议》、《资产出售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约定； 

3、在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

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或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

书》； 

2、《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

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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