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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申能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

集资金运用的可行性情况分析如下： 

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亿元，该等募集资金在扣

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动态总投资 

（亿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 

（亿元） 

1 申能安徽平山电厂二期工程项目 53.89 18.09 

2 上海临港海上风电一期示范项目 17.70 1.91 

合计 71.59 2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公

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

金的具体投资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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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自有资金或通过其他融资方式解决。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

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需要另行筹措资金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

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及可行性分析 

（一）申能安徽平山电厂二期工程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安徽平山电厂为沪皖合作、上海市在安徽淮北异地建设的煤电一体化项目，也

是淮北市能源基地建设的主要依托工程。平山电厂项目的建设规划为 2×

660MW+1×1350MW 机组，其中一期两台机组已分别于 2015 年 12 月和 2016 年

3 月投产，二期工程作为一期工程的扩建项目，将建设一台 1350MW 新型高效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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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临界二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计划于 2020 年投产。 

平山电厂二期工程被国家能源局列为国家示范工程项目，是公司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高效洁净燃煤发电项目，项目设计可达到超前、领先的发电效率水平，汽轮

发电机组热耗可降低至 6765KJ/KWH 水平，相应供电煤耗 251g/KWH，该能耗水

平已与欧盟 AD700 计划中规划的 700℃超超临界机组的能耗水平相当， 远低于目

前国内运行较先进的超超临界 1000MW 机组的供电煤耗。安徽平山电厂位于安徽

省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的平山和况楼村，在淮北市区南面的淮北市经济开发区新区

内。淮北市位于安徽省北部，地处苏鲁豫皖 4 省之交，北接萧县，南临蒙城，东

与宿县毗邻，西连涡阳和河南永城县。 

2．项目的发展前景 

平山电厂二期工程建成投产后将参与安徽电网的电力电量平衡，项目所采用的

1350MW 级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先进技术，符合安徽地区并将引领全国能源供应的

市场主导战略、节能优先战略和能源科技进步战略，符合国家及地方电源规划思

路，有利于安徽地区资源优化配置。 

平山电厂二期工程运用的 1350MW 新型高效、洁净、低碳燃煤发电技术，具

有可观的节能和环保双重效应。节能方面，设计供电煤耗达到 251g/KWH 的国际

最先进水平，比 2016 年全国平均水平低 19.6%，也低于目前 1000MW 超超临界

机组的平均水平。环保方面，可大幅度提高煤炭资源利用效率，从源头上有效地减

少烟气污染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将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

控制在与燃气轮机排放标准相当的水平。 

平山电厂二期工程对我国煤电技术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示范意义和推广运用前

景。其所采用的创新技术为国内现有的 600℃成熟材料和设备进一步提升燃煤发电

水平提供了示范，并可作为 700℃材料技术的一种探索和应用前奏，为我国今后实

施 700℃先进超超临界技术提供技术储备。平山电厂二期工程提供了高效、洁净的

煤电解决方案，其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推动

煤电的技术创新和技术革命，成为绿色煤电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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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本项目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如下： 

（1）该项目已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获得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申能安徽平山电厂二期工程国家示范项目核准的批复》

（皖发改能源[2016]815 号）； 

（2）该项目已于 2017 年 8 月 24 日获得安徽省人民政府下发的《关于申能安

徽平山电厂二期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皖政地[2017]886 号）；2018 年 6 月 19

日，淮北市国土资源局签发了《国有建设用地划拨决定书》（编号：340604 划拨

[2018]7 号）；2018 年 6 月 27 日，已取得平山电厂二期工程的 4 份《不动产权证

书》，证书编号分别为（2018）淮北市不动产权第 0013745 号、（2018）淮北市不

动产权第 0013761 号、（2018）淮北市不动产权第 0013776 号、（2018）淮北市

不动产权第 0013778 号； 

（3）该项目已于 2016 年 12 月 6 日获得安徽省环境保护厅下发的《安徽省环

保厅关于申能安徽平山电厂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的函》（皖环函

[2016]1338 号）。 

4．项目实施主体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淮北申能发电有限公司（“淮北申能”），是申能股份的全

资子公司。 

5．项目估算及经济评价 

该项目工程动态总投资 53.89 亿元，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8.09 亿元。如果后

续出现项目资金不足的情况，由公司自筹解决。该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预

计为 7.49%。 

（二）上海临港海上风电一期示范项目 

1．项目基本情况 

临港海上风电场规划总装机容量 20 万千瓦，场址分为南北两部分，其中北侧

二期工程 10 万千瓦已于 2016 年底建成，一期工程位于风电场南部区域，拟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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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台单机容量为 4MW 的风力发电机组，同时按照“高端示范、创新引领”原

则，推进 2 台 6MW 试验样机建设；项目总装机容量为 100MW 级，可利用海域面

积约 22.25km2。 

上海市东濒东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江海岸线总长

450km，主要岛屿有崇明、长兴、横沙等。上海市近海海域，海域开阔、障碍物

少，具有良好的风能资源开发利用价值。临港海上风电场布置于上海市南汇边滩东

侧海域的避航区，场址区距离岸线约 10km，东以长江口南港支航道以西的避航区

为界，北至南汇大治河延长线，南至环球海底光缆，可利用海域面积约 45.1km2。 

2．项目的发展前景 

临港海上风电项目符合我国能源发展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方向，同时顺应国家鼓

励风电发展的良好机遇，可以一定程度上替代燃煤火电，具有显著的节能减排效

益；风电具有无污染、无公害、资源可再生等优势，对环境保护非常有利，风电项

目替代燃煤电站，每年可减排大量的 SO2、CO2、废水废渣等有害气体及废物。

同时，风电项目建设周期短，投入发电运行快，可及早发挥效益。 

长期来看，为满足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改善现有能源结构，上海未来电力需求

巨大，除增加区外供电和开发天然气资源外，需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尤其是积极开

发目前技术已经成熟的风力发电。《上海市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2020 

年，本地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比重上升到 10%左右；“十三五”期间，全市新增风

电装机 80~100 万千瓦，总装机达到 140 万千瓦。临港风电项目利用上海沿岸及

近海地区的有利资源条件，利用风能进行发电，可为上海市能源消耗提供有益补

充，对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我国 21 世纪可持续发展能源战略规划，是上海

市能源消耗的有益补充，同时，本地区具有开发风力发电有利条件和资源优势，且

社会效益、环保效益显著，具有较强的示范意义及良好的前景。 

3．资格文件取得情况 

临港海上风电一期示范项目已取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情况如下： 

（1）该项目已于 2018 年 4 月 23 日获得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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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市发展改革委关于临港海上风电一期示范项目核准的批复》（沪发改能源

[2018]42 号）； 

（2）该项目已于 2014 年 10 月 9 日获得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建设用地批

准书》（市（县）[2014]沪府土书字第 201 号）； 

（3）该项目已于 2016 年 7 月 8 日获得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颁发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权证书》（登记编号 310115-20160001）； 

（4）该项目配套 220kV 变电站已于 2014 年 4 月 8 日获得上海市环境保护局

下发的《关于上海临港风电一期示范项目配套 220kV 变电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审批意见》（沪环保许辐[2014]59 号）； 

（5）该项目已于 2013 年 11 月 27 日获得上海市海洋局下发的《上海市海洋

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沪海工程准[2013]2 号）；后由于风机数量调整，项目报

批了海洋环评调整申请，上海市浦东新区海洋局 2018 年 7 月 5 日出具《上海市浦

东新区海洋局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浦海工程准[2018]1 号），对项目环评调整予

以批复。 

4．项目实施主体 

该项目的实施主体为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海上公

司”），截至目前，临港海上公司由申能股份的全资子公司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能源”）持股 54%，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能新能源”）持股 46%。该项目将由申能股份以注册资本金增资的形式投

入到实施主体。 

就双方是否同比例增资的问题，上海新能源与华能新能源进行了沟通，经双方

协商一致，华能新能源未来将不再对临港海上公司继续增资，因此双方将对临港海

上公司股权结构进行调整。 

2018 年 4 月 2 日，上海新能源致函华能新能源《关于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及股权变更协商事宜的函》，提出了股权变更方案，方案

提出，华能新能源以现有实缴出资为限，不再增资，由上海新能源对临港海上公司

进行单方增资 51,221.958 万元，对应临港海上公司注册资本金增加至 73,45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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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上海新能源认缴资本金 70,219.698 万元，占比为 95.6%，华能新能源

认缴资本金 3,236.652 万元，占比为 4.4%。 

2018 年 4 月 24 日，华能新能源方面经内部决策及股东批准，向上海新能源

复函《关于上海临港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及股权变更协商事宜的

复函》，同意华能新能源以现有实缴出资为限，不再增资，由上海新能源单独注

资，并且不再引入外部股东。 

经临港海上公司股东双方（即上海新能源和华能新能源）协商一致的股权变更

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申能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70,219.698 95.6%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236.652 4.4% 

合  计 73,456.35 100% 

根据上述股权变动调整，上海新能源仍需对临港海上公司增资 51,221.958 万

元，其中包括拟使用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1.91 亿元。 

经股东双方协商并与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上海市发改委”）

充分沟通，临港海上公司 2018 年 7 月 16 日向上海市发改委报送了《关于上海临

港海上风电一期示范项目股权调整的请示》，说明了临港海上公司股权调整的方案

和计划。截至目前，临港海上公司股权结构调整事项尚在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流程

中。 

5．项目估算及经济评价 

该项目工程动态总投资 17.70 亿元，拟使用本次募集资金 1.91 亿元。如果后

续出现项目资金不足的情况，由公司自筹解决。该项目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预

计为 7.02%。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在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将主要用于电力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