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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和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

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

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

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

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

大资产置换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全文，该重组

报告书全文刊载于指定网站（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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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

置换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广宇发展/公司/上市公司 指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鲁能新能源 指 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鲁能集团 指 鲁能集团有限公司 

都城伟业/都城伟业集团 指 都城伟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 指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绿发/绿发集团 指 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诚通 指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新 指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世纪恒美 指 乌鲁木齐世纪恒美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鲁能 指 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鲁能英大 指 重庆鲁能英大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江津鲁能 指 重庆江津鲁能领秀城有限公司 

重庆鲁能物业 指 重庆鲁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宜宾鲁能开发 指 宜宾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鲁能 指 成都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东莞鲁能广宇 指 东莞鲁能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鲁能广宇 指 青岛鲁能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青岛中绿园 指 青岛中绿园健康地产有限公司 

鲁能亘富 指 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 

鲁能万创 指 山东鲁能万创置业有限公司 

鲁能朱家峪 指 山东鲁能朱家峪开发有限公司 

山东鲁能物业 指 山东鲁能物业有限公司 

福州鲁能 指 福州鲁能地产有限公司 

南京鲁能硅谷 指 南京鲁能硅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南京鲁能广宇 指 南京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司 

顺义新城 指 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张家口鲁能 指 张家口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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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鲁能广宇 指 苏州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司 

天津鲁能泰山 指 天津鲁能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湖州公司 指 湖州东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汕头中绿园 指 汕头中绿园有限公司 

三亚中绿园 指 三亚中绿园置业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相关释义： 

重组报告书 指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交易对方 指 鲁能集团、都城伟业 

交易各方 指 广宇发展、鲁能集团、都城伟业 

置出资产/拟置出资产 指 广宇发展所持 23 家子公司股权 

置入资产/拟置入资产 指 鲁能新能源 100%股权 

标的资产 指 置出资产及置入资产 

标的公司 指 鲁能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本次交易 指 

上市公司拟将所持全部 23 家子公司股权置出，置入

鲁能集团与都城伟业合计持有的鲁能新能源 100%

股权，估值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 

审计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而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所选定的基

准日，即 2021 年 8 月 31 日 

评估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而对标的资产进行评估所选定的基

准日，即 2021 年 8 月 31 日 

交割日 指 
指双方完成交割之当日，该日期由交易各方协商后

另行确定 

过渡期间 指 自评估基准日起至资产交割日止的期间 

报告期/最近两年及一期 指 2019 年度、2020 年度和 2021 年 1-8 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2019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1 年

8 月 31 日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中伦律师/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置出资产审计机构/信永中和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置入资产审计机构/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评估机构/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常用名词：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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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交所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 2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章程》 指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A 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

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

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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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鲁能集团、都城伟业。 

（二）标的资产 

本次交易中的置出资产为广宇发展所持全部 23 家子公司股权，置入资产为

交易对方共同持有的鲁能新能源 100%股权。 

鲁能集团已实施对鲁能新能源的增资而持有其 18.64%股权，都城伟业持有

鲁能新能源 81.36%股权。 

（三）交易方式 

上市公司拟将所持全部 23 家子公司股权置出，置入鲁能集团与都城伟业合

计持有的鲁能新能源 100%股权，估值差额部分以现金方式补足。 

其中，上市公司 13 家子公司股权与鲁能集团与都城伟业合计持有的鲁能新

能源 100%股权置换，其余 10 家子公司股权现金出售给鲁能集团。 

具体交易方案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

对方 

上市公司拟置入资产 上市公司拟置出资产 现金支付情况 

交易

方式 
拟置入

资产 

拟置入资产

交易对价 
拟置出资产 

拟置出资产

交易对价 

交易对方支

付金额 

上市公

司支付

金额 

都城

伟业 

鲁能新

能源

81.36

%股权 

952,639.09 

1.鲁能亘富 100%股权； 

2.南京鲁能硅谷 100%股权； 

3.福州鲁能 100%股权； 

4.湖州公司 100%股权； 

5.重庆鲁能英大 100%股权； 

6.张家口鲁能 100%股权。 

951,138.92 - 1,500.17 
资产

置换 

鲁能

集团 

鲁能新

能源
218,254.58 

1.山东鲁能物业 100%股权； 

2.重庆鲁能物业 100%股权； 
216,322.98 - 1,931.60 

资产

置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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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对方 

上市公司拟置入资产 上市公司拟置出资产 现金支付情况 

交易

方式 
拟置入

资产 

拟置入资产

交易对价 
拟置出资产 

拟置出资产

交易对价 

交易对方支

付金额 

上市公

司支付

金额 

18.64

%股权 

3.青岛鲁能广宇 100%股权； 

4.三亚中绿园 100%股权； 

5.汕头中绿园 100%股权； 

6.成都鲁能 100%股权； 

7.青岛中绿园 100%股权。 

- - 

1.东莞鲁能广宇 100%股权； 

2.苏州鲁能 100%股权； 

3.天津鲁能泰山 100%股权； 

4.鲁能朱家峪 100%股权； 

5.重庆江津鲁能 100%股权； 

6.重庆鲁能 100%股权； 

7.顺义新城 100%股权； 

8.鲁能万创 100%股权； 

9.南京鲁能广宇 100%股权； 

10.宜宾鲁能 65%股权。 

1,323,141.11 1,323,141.11 - 
股权

出售 

合计 - 1,170,893.69 - 2,490,603.01 1,323,141.11 3,431.77 - 

注：宜宾鲁能 65%股权由上市公司直接持有，35%股权由重庆鲁能持有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鲁能新能源 100%股权。 

（四）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自基准日起至原上市公司子公司股权交割日止，都城伟业承继的原上市公司

子公司股权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由都城伟业享有或承担。鲁能集团承继的原上市

公司子公司股权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由鲁能集团享有或承担。 

自基准日起至置入资产交割日期间，置入资产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增加

的净资产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由都城伟业、

鲁能集团按其各自在交易前持有鲁能新能源股权的比例承担，并于交易完成后以

现金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别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 

若置入资产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含 15 日）之前，则置入资产期间损益审计

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置入资产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之后，则置入资产期间损益

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在标的资产交割日后 30 个自然日内，由上市公司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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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各方认可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

产生的损益进行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将作为各方确认置入

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产生的损益之依据。上市公司应在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都城伟业集团、鲁能集团发出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如有）。都城

伟业集团、鲁能集团应在收到上市公司发出的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20 个

工作日内履行完毕相关现金补偿义务（如有）。 

（五）往来款项及担保清理以及人员安排 

1、往来款项及担保清理 

对于都城伟业、鲁能集团承继的原上市公司子公司对上市公司的全部其他应

付款（包括应付而未付上市公司的分红款），都城伟业、鲁能集团或其指定主体

应于置出资产交割日前向其承继的原上市公司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相应公司向

上市公司偿还其他应付款。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上述其他应付款项合计金额

750,60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前述其他应付款已清理完毕。 

对于都城伟业、鲁能集团承继的原上市公司子公司作为债务人、且由上市公

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都城伟业、鲁能集团或其指定主体应于置出资产交割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相关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提前偿还债务，或另行提供前述融

资债权人认可的担保，且解除上市公司提供的担保，或获得关于上市公司无需代

为提前偿还其债务或另行提供融资债权人认可的担保、且解除上市公司提供的担

保的豁免许可。 

2021 年 12 月 1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关联担保的议案》，就上述担保事项在重组完

成后形成对于上市公司新增关联担保的事项进行了审议；2021 年 12 月 30 日，

上述相关事项通过上市公司 2021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人员安排 

自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原下属企业的员工，不涉及劳动关系的转移继

受，仍由该等下属企业履行与其员工的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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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 3 日，上市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天津广

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职工安置方案的议案》。 

二、标的资产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1 年 8 月 31 日，根据中企华出具的置出资产评

估报告和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作价情况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的作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置出资产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1 鲁能亘富 100%股权 321,692.09 654,447.33 332,755.24 103.44% 

2 南京鲁能硅谷 100%股权 72,578.72 72,578.78 0.06 0.00% 

3 福州鲁能 100%股权 148,057.09 158,118.01 10,060.92 6.80% 

4 湖州公司 100%股权 6,594.03 9,902.38 3,308.35 50.17% 

5 重庆鲁能英大 100%股权 39,663.60 47,446.50 7,782.90 19.62% 

6 张家口鲁能 100%股权 8,647.59 8,645.92 -1.67 -0.02% 

7 山东鲁能物业 100%股权 2,439.41 2,646.41 207.00 8.49% 

8 重庆鲁能物业 100%股权 2,790.59 3,640.35 849.76 30.45% 

9 青岛鲁能广宇 100%股权 11,034.71 11,154.93 120.22 1.09% 

10 三亚中绿园 100%股权 30,003.69 31,815.48 1,811.79 6.04% 

11 汕头中绿园 100%股权 136,761.72 136,900.11 138.39 0.10% 

12 成都鲁能 100%股权 8,401.03 13,023.62 4,622.59 55.02% 

13 青岛中绿园 100%股权 17,144.60 17,142.07 -2.53 -0.01% 

14 东莞鲁能广宇 100%股权 4,176.60 4,175.73 -0.87 -0.02% 

15 苏州鲁能广宇 100%股权 197,260.54 199,540.28 2,279.74 1.16% 

16 天津鲁能泰山 100%股权 152,347.15 155,111.23 2,764.08 1.81% 

17 鲁能朱家峪 100%股权 62,699.64 63,053.67 354.03 0.56% 

18 重庆江津鲁能 100%股权 41,280.43 42,238.11 957.68 2.32% 

19 重庆鲁能 100%股权 216,898.01 239,997.54 23,099.53 10.65% 

20 顺义新城 100%股权 389,266.71 411,030.33 21,763.62 5.59% 

21 鲁能万创 100%股权 105,461.22 105,547.97 86.75 0.08% 

22 南京鲁能广宇 100%股权 38,713.74 38,985.21 271.47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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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拟置出资产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23 宜宾鲁能 65%股权 50,170.23 63,461.09 13,290.86 26.49% 

合计 2,064,083.14 2,490,603.01 426,519.87 20.66% 

注：净资产账面值为母公司口径净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中拟置入资产的作价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拟置入资产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A B C=B-A D=C/A 

1 鲁能新能源 100%股权 862,699.83 1,170,893.69 308,193.86 35.72% 

合计 862,699.83 1,170,893.69 308,193.86 35.72% 

注：净资产账面值为母公司口径净资产 

置出资产（23 家子公司股权）合计交易对价为 2,490,603.01 万元。 

置入资产（鲁能新能源 100%股权）交易对价为 1,170,893.69 万元。 

三、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上市公司与鲁能集团、都城伟业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根据中国证

监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号》规定，业绩承诺方需要对基于未来

收益预期的方法进行评估或者估值并作为定价参考依据的拟购买资产进行业绩

承诺。本次交易中对于置入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下部分子

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收益法评估，交易对方对于该部分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子

公司进行了业绩承诺。根据本次重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本次业绩承诺涉

及的公司（即业绩承诺对象）包括 27家下属公司： 

序号 业绩承诺对象 鲁能新能源所持业绩承诺对象股权比例 

1 陕西靖边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 陕西鲁能靖边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 

3 河北丰宁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4 康保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5 中电装备北镇市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70% 

6 河北康保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7 杭锦旗都城绿色能源有限公司 100% 



13 

 

序号 业绩承诺对象 鲁能新能源所持业绩承诺对象股权比例 

8 内蒙古包头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9 内蒙古新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65% 

10 吉林通榆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1 肃北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2 宁夏盐池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3 甘肃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4 甘肃新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15 青海都兰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6 青海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7 青海格尔木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8 山东枣庄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19 山东莒县鲁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0 新疆吐鲁番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1 新疆达坂城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 

22 新疆哈密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78% 

23 江苏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60% 

24 崇礼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49% 

25 张北建投华实风能有限公司 49% 

26 如东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60% 

27 德州力奇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一）承诺净利润数 

交易对方承诺 2022年度、2023年度和 2024年度业绩承诺资产产生的净利

润之和分别不低于 76,781.64万元、80,787.39 万元和 86,653.58万元。 

交易对方承诺的上述净利润系以本次重组评估机构出具的经国资主管部门

备案的各业绩承诺资产评估报告的预测口径为依据予以确定。 

（二）实际净利润数及其与承诺净利润数差异的确定 

自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交割完毕后，上市公司在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

计师事务所对各业绩承诺资产在利润补偿期间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之和（以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为准，下称“实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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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数”）以及该数额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于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各业绩承诺资产的上述实际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所有的净利润数为准。 

（三）补偿数额的计算 

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各业绩承诺资产的实际净利润数如低于承诺净利润数，

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交割完毕后每年的年度报告披露后，交易对方将根

据协议相关约定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如任何一年业绩承诺资产的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承诺净利

润数，交易对方应将差额部分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补偿计算公式为：当期补偿

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置入资产交易价格–累积已补偿金额。其

中，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为 1,170,893.69万元。 

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支付的补偿额总计不超过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在计算

的应补偿金额小于或等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四）补偿的具体方式 

补偿义务以现金方式支付，补偿义务人都城伟业、鲁能集团按其所持鲁能新

能源的股权比例承担。 

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对于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

的专项审核意见出具日起 10个交易日内，将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金额以书面通

知方式向补偿义务人发出。 

如果补偿义务人需向上市公司补偿利润，补偿义务人需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

通知后 30个工作日内将应补偿的金额以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账

户。 

（五）减值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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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预测补偿期限届满后 90日内，上市公司应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

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利润补偿期间

内已补偿金额，则交易对方需以现金方式另行补偿，应补偿的金额＝置入资产的

期末减值额－利润承诺期间因累计实际净利润未达累计承诺净利润已支付的补

偿额。 

置入资产减值补偿与盈利预测补偿合计不应超过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 

前述减值额为置入资产交易价格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

限内置入资产增资、减资、接受赠与及利润分配的影响，并由会计师事务所对此

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上市公司应在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减值测试的专项报告或专项审核意

见出具后 10个工作日内向交易对方发出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如有）。交易对

方应在收到上市公司发出的要求补偿的书面通知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履行完毕

相关现金补偿义务（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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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获得间接控股股东中国绿发的原则性同意； 

2、交易对方内部决策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3、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已获得上市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第十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经中国绿发备案； 

5、上市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职工安置方案的议案》； 

6、中国绿发已就本次交易方案出具正式批复； 

7、上市公司 2021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1、置入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本次重组的置入资产鲁能新能源 100%股权已过户至

上市公司名下。2022 年 1 月 10 日，鲁能新能源办理完毕股东变更的工商登记程

序，取得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新《营业执照》。本次交易涉及置

入资产的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持有鲁能新能源 100%股权，鲁能新

能源已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1、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所持全部 23 家子公司，具体如下： 

交易对方 置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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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置出资产 

都城伟业 

1、山东鲁能亘富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2、南京鲁能硅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3、福州鲁能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 

4、湖州东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 

5、重庆鲁能英大有限公司 100%股权； 

6、张家口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鲁能集团 

1、山东鲁能物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2、重庆鲁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 

3、青岛鲁能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4、三亚中绿园房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 

5、汕头中绿园置地有限公司 100%股权； 

6、成都鲁能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7、青岛中绿园健康地产有限公司 100%股权。 

8、东莞鲁能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9、苏州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司 100%股权； 

10、天津鲁能泰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11、山东鲁能朱家峪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12、重庆江津鲁能领秀城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13、重庆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14、北京顺义新城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15、山东鲁能万创置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 

16、南京鲁能广宇置地有限公司 100%股权； 

17、宜宾鲁能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65%股权。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置出资产所涉 23 家子公司均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至交

易对方及工商变更手续。 

（二）债权债务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为鲁能新能源 100%股权，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所持全

部 23 家子公司股权，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不存在债权人要求上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的情形，

亦未收到任何债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本次重组的通知。 

（三）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约定，自基准日起至原上市公司子公

司股权交割日止，都城伟业承继的原上市公司子公司股权在此期间产生的损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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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城伟业享有或承担。鲁能集团承继的原上市公司子公司股权在此期间产生的损

益由鲁能集团享有或承担。 

自基准日起至置入资产交割日期间，置入资产产生的盈利或因其他原因增加

的净资产由上市公司享有，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由都城伟业、

鲁能集团按其各自在交易前持有鲁能新能源股权的比例承担，并于交易完成后以

现金或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别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 

上市公司尚需聘请审计机构对鲁能新能源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

益进行专项审计，并根据专项审计结果执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中关于过渡期损益

归属的约定。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置出、置入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数据如实披露，

相关盈利预测期间为 2022 年、2023 年及 2024 年，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本次重组首次披露之日至实施完毕期间未实施股份

减持，未发生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化情况 

（一）上市公司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情形，

拟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变更前 变更后 

董事 

王科、李景海、蔡红君、周

现坤、王晓成、冉令虎、冯

科、李书锋、翟业虎 

粘建军、蔡红君、孙培刚、

王晓成、范杰、冯科、李书

锋、翟业虎 

监事 赵晓琴、李振江、杨林 赵晓琴、张新 

高级管理人员 
王晓成、冉令虎、张坤杰、

王胡峰 

孙培刚、王富文、张坤杰、

王胡峰、夏松乾 

注：1.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收到王科先生、李景海先生、周现坤先生、王晓成先生、冉

令虎先生、李振江先生、杨林女士的《辞职报告》。其中，王科先生、李景海先生、周现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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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王晓成先生、冉令虎先生提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李

振江先生、杨林女士提请辞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拟提名粘建军先生、孙培刚先生、王晓成先生、范杰先生

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拟提名张新先生为公司监

事候选人。前述非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将提报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尚待公司召开职代会进行选举。 

1、董事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收到王科先生、李景海先生、周现坤先生、王晓成

先生、冉令虎先生的《辞职报告》。其中，王科先生、李景海先生、周现坤先生

因工作变动提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王晓

成先生、冉令虎先生因工作变动提请辞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职工董事及董事会相

关专门委员会职务。 

除王晓成先生外，上述人员辞职后将不在公司继续任职。经公司控股股东推

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研究讨论，王晓成先生被提名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 

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提名粘建军先生、孙培刚先生、王

晓成先生、范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关于调整部分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根据相

关规定，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公司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通过后方

能成为公司董事。 

2、监事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收到李振江先生、杨林女士生的《辞职报告》。李

振江先生因工作变动提请辞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职务；杨林女士因工作变动

提请辞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务。 

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调整部分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张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任

期至第十届监事会届满。 

《关于调整部分监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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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级管理人员 

王晓成先生因工作变动提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冉令虎先生因工作变动提

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2022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内部审计工作负责人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孙培

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王富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夏松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助

理。 

（二）标的公司 

根据 2021 年 12 月 31 日鲁能新能源董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以及执行董事

决定，免去粘建军董事长职务、解聘范杰经理职务、免去赵晓琴监事会主席职务，

聘任孙培刚为经理。 

根据鲁能新能源股东会决议、股东决定，同意免去赵晓琴、田兆彬、杨宇峰

监事职务，同意免去粘建军、范杰、张文、杜余军、冯超董事职务；同意委派粘

建军为执行董事、李超为监事。 

五、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一）资金占用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所持全部 23 家子公司股权全部置出，该部分

子公司对公司的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及子公司应付而

未付上市公司的分红款）将形成资金占用。 

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部分子公司对公司的其他应付款项（包括公司

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及子公司应付而未付上市公司的分红款）合计金额为

750,600.00 万元。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上述部分子公司对公司的其他应付款项

（包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及子公司应付而未付上市公司的分红款）合计

金额 750,600.00 万元已全部清理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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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担保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持有置出资产股权，相关子公司将不再纳入

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市公司与相关子公司同受中国绿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原为其提供

的担保将转变成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14 日、2021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2021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完成

后新增关联担保的议案》。 

根据本次重组签署的相关交易协议，对于都城伟业、鲁能集团承继的原上市

公司子公司作为债务人、且由上市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都城伟业、鲁能集团或

其指定主体应于置出资产交割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向相关子公司提供借款，用于

提前偿还债务，或另行提供前述融资债权人认可的担保，且解除上市公司提供的

担保，或获得关于上市公司无需代为提前偿还其债务或另行提供融资债权人认可

的担保、且解除上市公司提供的担保的豁免许可。 

六、相关协议或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的履行情况 

就本次交易，上市公司与鲁能集团、都城伟业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及其

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市公司与鲁能集团签署了《股

权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根据鲁能集团、都城伟业与广宇发展签署的《股权收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上市公司应于置入资产交割日后 60 个工作日内向都城伟业集团支付 1,500.17 万

元现金、向鲁能集团支付 1,931.60 万元现金。根据鲁能集团与广宇发展签署的《股

权出售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鲁能集团应于相关标的股权交割日后 60 个工作日

内，向上市公司支付现金对价 1,323,141.11 万元。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广宇发

展尚未向鲁能集团、都城伟业支付《股权收购协议》项下的现金对价，并将在《股

权收购协议》约定的期限范围内完成支付；鲁能集团已向上市公司支付《股权出

售协议》项下的现金对价 320,000 万元，剩余款项将在《股权出售协议》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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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范围内完成支付。 

根据鲁能集团、都城伟业与广宇发展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交易对方承诺 2022年度、2023年度和 2024年度业绩承诺资产产生的净

利润之和分别不低于 76,781.64万元、80,787.39 万元和 86,653.58 万元。自本

次交易置入资产交割完毕后，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各业绩承诺资产在利润补偿期间当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之和以及该数额

与承诺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查，并于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10 个工作日内

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承诺正

在履行中。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上述协议已生效，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履行上述已

签署协议约定，未发生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中，交易相关方出具的承诺事项均已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相关承诺方均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发生违反相关

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过渡期损益安排 

上市公司尚需聘请审计机构对鲁能新能源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的损

益进行专项审计，并根据专项审计结果执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中关于过渡期损益

归属的约定。 

（二）相关方需继续履行的协议及承诺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承诺事项等。 

（三）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市公司尚需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就本次交易后续事项持续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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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已完成，广宇发展已合法

持有鲁能新能源 100%股份，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要求，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实

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相关信息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存在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形，上述人员变更已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人员变更未对上市

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5、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间接控股股东、

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间接控股股东、控股股东

及其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以及相关方作出的承诺事项均已履行或正在履

行，不存在重大实质性违反协议约定及承诺的情形； 

7、在交易各方按照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

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九、法律顾问意见 

经核查，法律顾问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 

1.本次重组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各方可依法实施本次重组。 

2.本次重组涉及的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已完成交割手续；本次重组的实施符

合本次重组各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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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宇发展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出现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信息存

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形。 

4.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组后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广宇发展和标的

公司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形，上述人员变更已经履行了必要

的程序，人员变更未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5.在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不存在广宇发展的资金、资产被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广宇发展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其他关联方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6.本次重组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各方未出现违反协

议或承诺的情形。 

7.在各方切实履行协议约定的基础上，本次重组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

性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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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发布的《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广宇发展与独立财

务顾问在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了独立财务顾问的持续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

的持续督导期限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应当不少于一个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将结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

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重大资产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

具持续督导意见，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承诺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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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相关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电话：010-60836030 

传真：010-60836031 

经办人员：马滨、刘艳、伍耀坤、刘顿、陈功勇、邵子豪、张彧、张宗平、

吴左君 

二、法律顾问 

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南塔 23-31 层 

负责人：张学兵 

电话：010-59572288 

传真：010-65681022/1838 

经办人员：李杰利、张诗伟、汪华、沈旭、刘云祥、路思骐、严阿俊、薛祯、

许逸夫、刘川鹏、李硕、陈文超、严培晏 

三、审计机构 

（一）信永中和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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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谭小青 

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经办人员：姜斌、刘涛 

（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 61 号四楼 

负责人：朱建弟、杨志国 

电话：021-63390956 

经办人员：金华、常姗、李京青、司翔、卜晓令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 18 号中复大厦三层 

负责人：周生岩 

电话：010-65881818 

传真：010-65882651 

经办人员：周生岩、王兴磊、戚宪资、李明远、李青琳、熊慧芬、李明伟、

付廷欣、马嘉鸿、鞠鹏、吕辰旭、吕香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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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经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置

换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2、资产过户的相关证明文件； 

3、中信证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置换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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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广宇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5、独立财务顾问协议； 

6、本次交易相关方在重大资产重组中作出的承诺。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查阅有关备查文件：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5 号 10 层 

法定代表人：王科 

联系人：张坤杰 

电话：010-85727702 

传真：010-85727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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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重大

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之盖章页） 

 

 

 

 

 

 

 

 

 

天津广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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