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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转让
酒泉发电、酒泉热力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所持有

的国电电力酒泉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热力”）100%股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国电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电电力”）
所持有的国电电力酒泉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发电”）100%
股权转让给国家能源集团甘肃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能源集
团甘肃公司”）。酒泉发电100%股权转让价格为4.60亿元，酒泉热力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1元。


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国家能源集团”）持有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100%股权，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为公
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及其他关联人之间未发

生资产转让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七届七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并
发表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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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

律障碍。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 关联交易概述
2020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召开七届七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向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转让酒泉发电、酒泉热力股权的议
案》，根据发展战略，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和布局，公司将所持有的
酒泉热力 100%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国电电力所持有的酒泉发
电 100%股权转让给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
集团持有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 10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刘国跃、肖创英、栾宝兴回避
表决，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国家能源集团
及其他关联人之间未发生资产转让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国家能源集团甘肃电力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付建斌
成立日期：2010-01-06
注册资本：91915.05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0006956397662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南路 588 号天庆国际商务大厦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从事电源、热源、热网、煤炭、水资源的开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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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电厂废弃物及其综合利用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
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100%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83.09 亿元、净资产-8.63 亿
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50 亿元、净利润-6.02 亿元。
（二）关联关系介绍
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集团持有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 100%股
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国家能源集团
甘肃公司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的类别为向关联人出售资产。交易标的为公司所持有的
酒泉热力 100%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国电电力所持有的酒泉发
电 100%股权。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酒泉发电
酒泉发电成立于 2007 年 9 月，注册资本 55938.20 万元，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北京国电电力全资子公司。酒泉发电在运装机容量 66 万
千瓦，为两台 33 万千瓦亚临界煤电机组，2011 年建成投产，现有员
工 248 人。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酒泉发电总资产 28.42 亿元，
净资产 3.91 亿元，资产负债率 86.24%，2019 年实现净利润 0.70 亿
元。2020 年 9 月末，公司对酒泉发电提供统借统还借款余额 10.02
亿元。酒泉发电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2019 年

总资产

263358.64

284181.79

总负债

216680.34

245073.17

净资产

46678.30

3910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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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 9 月

2019 年

营业收入

67690.27

87673.83

营业利润

6437.26

6979.70

利润总额

7569.68

7005.32

净利润

7569.68

7008.86

注：2019 年数据经审计，2020 年 9 月数据未经审计。

2.酒泉热力
酒泉热力成立于 2010 年 1 月，注册资本 2233 万元，为公司全资
子公司，是酒泉发电配套供热公司。酒泉热力主要负责对酒泉市城区
集中供热，2012 年开始运营，目前已接入面积 979 万平方米。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酒泉热力总资产 2.65 亿元，净资产-1.88 亿元，
资产负债率 170.82%，2019 年实现净利润-0.20 亿元。2020 年 9 月末，
公司对酒泉热力提供统借统还借款余额 0.45 亿元。酒泉热力最近一
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2019 年

总资产

24559.94

26523.78

总负债

44275.25

45307.75

净资产

-19715.31

-18783.97

营业收入

6160.14

10574.85

营业利润

-931.34

-1969.21

利润总额

-931.34

-1967.31

净利润

-931.34

-1967.31

注：2019 年数据经审计，2020 年 9 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及北京国电电力委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和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融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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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标的资产进行了审计评估。评估机
构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式对标的企业进行了评估，并根据
实际情况选取最终评估结果。根据国融兴华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酒
泉发电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净资产账面值 3.91 亿元,评估值 4.60
亿元,评估增值 0.69 亿元,增值率 17.62%；酒泉热力选取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果，净资产账面值-1.88 亿元,评估值-0.53 亿元,评估增值
1.35 亿元,增值率 71.73%。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净资产

净资产

评估

评估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

增值率

收益法

39108.60

46000.00

6891.40

17.62%

基础法

-18783.97

-5309.49

13474.49

71.73%

20324.63

40690.51

20365.89

-

公司名称

股比

评估方法

酒泉发电

100%

酒泉热力

100%
合计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安排
1.转让方式
按照有关规定，本次资产转让采用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
2.转让价格
酒泉发电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 4.60 亿元，酒泉热力 100%股权转
让价格为 1 元。
3.支付方式
受让方（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下同）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
前向转让方（国电电力，下同）一次性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4.内部债权债务处理
标的公司股权交割前，受让方应清偿公司及所属企业对标的公司
的债权，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应提前清偿对标的公司的债务。
5.人员安排
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标的公司人员关系随资产一并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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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
6.过渡期损益
在过渡期内，标的公司股权在正常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损益，由受
让方享有或承担。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转让资产全部为火电资产，交易完成后，公司在甘肃地区无
火电资产，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电源结构和资产布局，进一步提升公司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公司七届七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向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
司转让酒泉发电、酒泉热力股权的议案》，关联董事刘国跃、肖创英、
栾宝兴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李秀华、高德步、肖湘宁、吕跃
刚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1.本次向国家能源集团甘肃公司转让酒泉发电、酒泉热力股权，
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电源结构和资产布局，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2.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电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原则公允，协议条款公平、合理，未
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
3.国融兴华是一家合法的评估机构，具有证券相关评估业务资
格，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没有现实的和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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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利益关系，同时与相关各方亦没有个人利益或偏见。国融兴华出
具的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和科学的原则，评估结果公允、
合理。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8 日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