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608    证券简称：江苏国信   公告编号：2022-046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国信沙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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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优化公司能源板块布局，加大公司高效清洁燃煤机组规模，同

时有效缓解苏南地区用电紧张形势和北电南送、西电东输的压力，江

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燃气”）、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城投资”）、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晨

电力”）、张家港市锦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信资本”）

共同投资设立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部门核准为

准，以下简称“国信沙洲”或“合资公司”），共同投资建设“江苏国信

沙洲 2×1000MW 高效清洁燃煤发电项目”。国信沙洲注册资本 150,000

万元，其中公司持股占比 51%，出资额为 76,500 万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拟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的议案》，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情况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其他投资方介绍 

1、公司名称：苏州燃气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0137766912W 

住所：苏州市姑苏区劳动路 1053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高云程 

注册资本：12291.98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7 年 1 月 9 日 

经营范围：燃气供应，液化天然气、压缩天然气销售；汽车危险

货物运输；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限许可证经营范围)。销售：润滑

油、燃气设备、燃气具、智能燃气表、燃气工程配套材料、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承接燃气场站和输配工程、燃气设备的安装调试；燃气具

生产销售、云平台租赁、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信息服务、软件销售；

从事投资、建设城市管道燃气输配管网及为其配套的供气设施，并提

供相关的客户服务；自有多余房屋租赁（非主营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石油、天然气管道储运；燃

气经营；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燃气汽车加气经营；食品经营；烟草制

品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集中式快速充电站；机动车充电销售；电动汽车充电

基础设施运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苏州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2、公司名称：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251530372C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 151 号金城中银大厦 B2201 室、

B2301 室、B2401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晖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8 年 11 月 11 日 

经营范围：授权范围内的公有资产经营管理，基础设施和公共设

施（交通道路、水电气、市政设施）投资（涉及行政许可的，取得许

可后方可经营）；房地产开发、销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投资咨询、

金融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张家港市公有资产管理委员会 

https://www.qcc.com/pl/p5cf1ee34bc58b01b3c51bbbcc1b1551.html


 

3、公司名称：江苏华晨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2MA1MBA8665 

住所：张家港保税区北京路国际消费品中心大楼 308J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巩家富 

注册资本：5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11 月 17 日 

经营范围：电力能源项目投资；电力技术开发、技术咨询；供电、

配电、售电业务；电力工程设计、施工；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

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用电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王广西 

4、公司名称：张家港市锦信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3237016610 

住所：张家港市锦丰镇(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锦绣路 3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林志龙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 年 1 月 30 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

的资产管理服务；股权投资；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以私

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

https://www.qcc.com/pl/p8bf795668232872a210ab81794819e2.html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企业管理咨询（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江苏扬子江国际冶金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上述投资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合资公司名称：江苏国信沙洲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人民中路 151 号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施工；特

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再生资源销售；

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通用设备修理。 

（以上信息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准文件为准） 

（二）各投资方的出资方式、投资规模和投资比例 

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 150,000 万元，各投资方出资具体如下： 

   1、公司成立后 30 个工作日内，协议各方出资 20%。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苏国信 现金 15,300 51 

苏州燃气 现金 4,500 15 

金城投资 现金 4,500 15 

华晨电力 现金 4,500 15 

锦信资本 现金 1,200 4 



 

合计  30,000 100 

2、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根据项目和工程建设进度，各方

按股权比例同步分期出资到位。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江苏国信 现金 61,200 51 

苏州燃气 现金 18,000 15 

金城投资 现金 18,000 15 

华晨电力 现金 18,000 15 

锦信资本 现金 4,800 4 

合计  120,000 100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合资公司注册资本和各方出资比例 

合资公司总投资暂定为750,000万元，注册资本占总投资的20％，

即 150,000 万元。 

1、江苏国信出资额为 76,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51%； 

2、苏州燃气出资额为 22,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5%； 

3、金城投资出资额为 22,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5%； 

4、华晨电力出资额为 22,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15%； 

5、锦信资本出资额为 6,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4%。 

（二）各方出资形式、时间 

协议各方同意均以货币形式出资。注册资本以外的融资部分，由

合资公司向国内金融机构融资解决。 

1、公司成立后 30 个工作日内，协议各方首笔出资 20%，合计

人民币 30,000 万元，其中江苏国信出资 15,300 万元，苏州燃气出资



 

4,500 万元，金城投资出资 4,500 万元，华晨电力出资 4,500 万元，锦

信资本出资 1,200 万元。 

2、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根据项目和工程建设进度，协议

各方按股权比例同步分期出资到位，合计人民币 120,000 万元，其中

江苏国信出资 61,200 万元，苏州燃气出资 18,000 万元，金城投资出

资 18,000 万元，华晨电力出资 18,000 万元，锦信资本出资 4,800 万

元。 

（三）其他 

1、各方按出资比例对公司拥有相应的股东权益。合资公司登记

后，各方不得抽回出资。  

2、各方加快推动项目尽快落实所需的关停容量和减煤量、用地

指标、污染物减排指标、能耗指标等必备要素，全力协调各方所在地

的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给予支持。由此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由合资公司

承担。 

3、各方同意将就本项目利用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公用系统

运营分摊等事项进行具体细化协商，金城投资、华晨电力对该事项给

予大力支持。  

4、公司成立前发生的前期费用（主要指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

项目遴选所需专题报告编制费、差旅费、管理费等）由江苏国信负责

垫付，计入项目成本；合资公司成立后，由合资公司向江苏国信返还。 

5、投资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公司章程及有关文件中进一步规定。 

（四）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人员组成安排 



 

1、董事会 

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成员共九名。八名董事由股东各方推

荐候选人，经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江苏国信推荐董事五名，一名为

董事长候选人；苏州燃气推荐董事一名；金城投资推荐董事一名；华

晨电力推荐董事一名。一名职工董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2、监事会 

合资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成员一共三名，其中江苏国信推荐监

事一名，为监事会主席候选人，锦信资本推荐监事一名，监事由股东

会选举产生；职工监事一名，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3、经理层 

合资公司设总经理一名，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

若干名，并根据生产经营需要设置相应管理机构。总经理由江苏国信

推荐，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其中一名由江苏国信以外的股东方推

荐）、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五）生效条件 

本投资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1、公司所属发电厂大多在江苏北部，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国信

沙河处于苏南负荷中心区域，有利于优化公司能源板块布局，符合公

司“能源一张网”战略布局的需要。 

2、通过与合资公司其他股东方的合作，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项目建成后，可有效缓解苏南地区用电紧张形势和北电南送、西电东

输的压力，提升江苏省属能源的安全保供和自有可控能力。 

（二）资金来源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国信沙河的资金均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可能存在的风险 

1、合资公司须依法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其经营范围中属于

许可经营的事项，新公司需依法向相关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或取得

相关批复、许可；合资公司的成立尚需各股东方完成内部决策程序；

项目开发建设和生产经营活动尚需须获得政府机关批准和许可。 

2、合资公司成立后，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可能受到行业政策、

市场环境等因素变化影响，项目进度、收益情况等存在不确定性，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实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国信沙洲项目采

用国内最先进的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可对公司内老旧机组进行有

效替代，有利于公司发电体系新旧更替，永葆竞争活力。该投资不会

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将会根据合同生效、履行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

时履行相应的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国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0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