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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1896       股票简称：豫能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8-51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南阳镇平等风电项目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17 年 12 月 26 日，公司董事会 2017 年第 8 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设立若干风电项目公司的议案》并进行了信息披露，详见公司《关于投资

设立若干风电项目公司的公告》（临 2017-53 号），其中南阳镇平县、鹤壁淇县、

驻马店正阳县、周口西华县、周口郸城县、濮阳县等 6 个风电项目已获得政府核

准，初步具备投资建设条件。 

为了加速优化公司能源产业结构，提高新能源市场占有份额，进一步提升公

司竞争力和盈利水平，2018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 2018 年第 8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南阳镇平等风电项目的议案》，决定通过公司

子公司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 “新能源公司”）下属若干全资项目公司

投资建设上述风电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46,830.18 万元。 

其中，通过镇平县豫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南阳镇平县 30MW 集中

式风电项目，预计项目投资约 27,285.00 万元；通过淇县豫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鹤壁淇县 50MW 集中式风电项目，预计项目投资约 41,622.44 万元；通

过正阳豫能风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驻马店正阳县 28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预计

项目投资约 25,071.32 万元；通过西华县豫能风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周口西华县

2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预计项目投资约 18,302.00 万元；通过郸城县豫能风电

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周口郸城县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预计项目投资约

26,824.26 万元；通过濮阳县豫能风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濮阳市濮阳县 8MW 分散

式风电项目，预计项目投资约 7,725.16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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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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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tock.10jqk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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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 南阳镇平县 30MW 集中式风电项目 

（1）企业名称：镇平县豫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注册地：南阳市镇平县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红宾 

（5）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27,285.00 万元。其中，资本金占 20%，公司根据

工程进度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子公司新能源公司逐笔增资，由新能源公司履行出资

人义务。剩余 80%银行融资。 

（6）投资回收期：税后约 10.50 年 

（7）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及其他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设备检

修维护、电力销售、咨询服务。 

（8）股权架构 

 

 

 

 

 

 

 

 

2. 鹤壁淇县 50MW 集中式风电项目 

（1）企业名称：淇县豫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注册地：河南省鹤壁市淇县 

（3）注册资本：7,5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红宾 

（5）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41,622.44 万元。其中，资本金占 35%，公司根据

工程进度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子公司新能源公司逐笔增资，由新能源公司履行出资

人义务。剩余 65%银行融资。 

（6）投资回收期：税后约 10.43 年 

（7）经营范围：风力、太阳能、生物质能发电；售电；电力工程施工与发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镇平县豫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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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设备安装；电力设备检修、维护；电力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8）股权架构 

 

 

 

 

 

 

 

 

（9）其他说明 

根据公司总经理办公会议纪要[2018]2 期和淇县豫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8

年 5 月 24 日股东会决议决定，新能源公司与景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订《股

权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景成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将持有的淇县豫能风力发电有

限公司 49%股权以零对价转让给新能源公司，工商变更手续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完成。 

  

3. 驻马店正阳县 28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1）企业名称：正阳豫能风电有限公司 

（2）注册地：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红宾 

（5）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25,071.32 万元。其中，资本金占 35%，公司根据

工程进度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子公司新能源公司逐笔增资，由新能源公司履行出资

人义务。剩余 65%银行融资。 

（6）投资回收期：税后约 9.51 年 

（7）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含垃圾）发电及其他新

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设备检修、维护；电力销售；咨询服务。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淇县豫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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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股权架构 

 

 

 

 

 

 

 

 

4. 周口西华县 2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1）企业名称：西华县豫能风电有限公司 

（2）注册地：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红宾 

（5）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18,302.00 万元。其中，资本金占 35%，公司根据

工程进度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子公司新能源公司逐笔增资，由新能源公司履行出资

人义务。剩余 65%银行融资。 

（6）投资回收期：税后约 9.85 年 

（7）经营范围：风力、太阳能、生物质（含垃圾）发电及设备检修维护；

电力销售；新能源技术咨询。 

（8）股权架构 

 

 

 

 

 

 

 

 

5. 周口郸城县 30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1）企业名称：郸城县豫能风电有限公司 

（2）注册地：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正阳豫能风电有限公司 

100% 

100%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西华县豫能风电有限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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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红宾 

（5）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26,824.26 万元。其中，资本金占 35%，公司根据

工程进度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子公司新能源公司逐笔增资，由新能源公司履行出资

人义务。剩余 65%银行融资。 

（6）投资回收期：税后约 9.53 年 

（7）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含垃圾）发电及新能源

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设备检修维护，电力销售，电力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8）股权架构 

 

 

 

 

 

 

 

 

6. 濮阳县 8MW 分散式风电项目 

（1）企业名称：濮阳县豫能风电有限公司 

（2）注册地：河南省濮阳市濮阳县 

（3）注册资本：5,000 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红宾 

（5）项目总投资：人民币 7,725.16 万元。其中，资本金占 35%，公司根据

工程进度以现金方式向公司子公司新能源公司逐笔增资，由新能源公司履行出资

人义务。剩余 65%银行融资。 

（6）投资回收期：税后约 9.02 年 

（7）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含垃圾）发电及新能源

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设备检修维护、电力销售、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郸城县豫能风电有限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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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股权架构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投资建设上述风电项目，有利于优化公司能源产业结构，提高公司新能源市

场占有份额。相比较于其他可再生能源，风力发电技术发展较为成熟，投资风险

小。 

（二）投资风险及对策 

1. 宏观经济和市场风险 

未来存在宏观经济不景气和社会用能需求不足，导致盈利能力降低、投资回

收期延长的风险。目前河南地区经济增长较快，市场基本稳定，公司将紧抓契机，

尽快实现投资收益，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 

2. 政策风险 

新能源政策不断出新，新能源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及运营存在较多不确

定性。上述风电项目不属于国家能源局《国家能源局关于 2018 年度风电建设管

理有关要求的通知》（国能发新能〔2018〕47 号）中要求需竞价上网的风电项目

的范围之内。公司将进一步加大新能源政策研究，紧密结合新技术，紧跟行业新

动向，合理有效规避风险。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 8 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豫能新能源有限公司 

濮阳县豫能风电有限公司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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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豫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1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