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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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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七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16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20 年 4 月
7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出
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深投环保增资 34%股权竞拍的议案》（本
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
弃权。
1.项目概况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于 2020 年 2 月 28 在深圳
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环保）
增资 53%股权项目，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
公司）拟以 A 类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深投环保增资 34%股权的竞拍。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
2.环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1997年7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65110C。
法定代表人：孙川。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315,014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时代金融中心大厦12-13层。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环保项目工程的投资、设计咨询、建设施工、运
营管理；环保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相关培训服务；
环保配套设备部件产品的研发和购销；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
发经营；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从事信息技术咨询；会议展览策划；会务服
务；展厅展览服务；仓储管理；室内综合体育场所服务、室内专项体育场所服务
以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体育用品及运动服装的零售；动漫相关衍生产品的设计
及推广销售。许可经营项目：从事城市固体废弃物（包括生活商业垃圾、建筑垃
圾、餐厨垃圾等）、工业、医疗等危险固体废物以及电子废弃物的收集、中转、
运输和无害化处理；固体废物（垃圾、污泥、生物质以及工业、医疗等危险固体
废物）焚烧发电、供汽、供热、供冷；可再生能源的回收利用、分拣整理；废水、
废气、固废、噪声治理、综合利用及检测、监测服务；经营旅行社业务；环保配
套设备部件产品的制造集成。生物质燃料加工，生产及销售；快餐服务；饮料及
冷饮服务，包括咖啡馆服务；小吃服务。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98.53%股权，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持有1.47%股
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未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562,771.42

1,156,340.28

负债总额

1,256,060.89

872,625.61

所有者权益

306,710.52

283,714.6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06,710.52

280,922.19

项目

2019 年 1-9 月
（未审计）

2018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93,901.87

83,380.67

利润总额

24,198.96

10,643.8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878.57

9,840.3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141.54

44,070.06

3.深投控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04年10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75664218。
法定代表人：王勇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2,764,9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投资大厦18楼。
经营范围：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担保等金融和类金融股权的投资与并
购；在合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范围内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开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领域投资与服务；通过重组整合、资本运作、资产处置等手段，对全资、控股
和参股企业国有股权进行投资、运营和管理；市国资委授权开展的其他业务。
股东情况：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委员会持有100%股权。
经查阅相关网站，深投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深投环保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08年6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76671090C。
法定代表人：陈刚。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碧头社区第三工业区工业大道18号A栋。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环保工程的设计；承担环境治理工程（取得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工业废物处理处置技术的开发与技术
交流；环保技术咨询；环保设备的销售；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许可经营项目：工业废
水和工业固体废物的治理；非经营危险货物运输（9类）；废旧家电的回收与拆
解；危险废物经营；饲料及添加剂预混料的生产、销售。
股东情况：深投控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6 月 30 日
（未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58,891.36

154,641.17

负债总额

34,484.60

31,706.34

所有者权益

124,406.77

122,934.8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9,628.66

108,711.33

项目

2019 年 1-6 月
（未审计）

2018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34,073.37

81,938.13

利润总额

4,260.45

8,967.50

净利润

3,785.88

8,142.29

-1,744.72

9,032.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经查阅相关网站，深投环保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资产评估结果：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深投环保开展了资产评估
工作。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深投环保单体净资产账面值为人民币
33,758.82 万元，通过收益法评估，深投环保单体财务报表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
值为人民币 99,500.00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65,741.18 万元，增值率 194.74%。
5.本次挂牌的主要信息
（1）标的名称：深圳市深投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增资53%股权项目。
（2）挂牌价格：每1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9.95元。
（3）价款支付方式：一次性付款。
（4）挂牌地点：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5）挂牌起止日期：2020年3月2日至2020年4月26日。
（6）保证金：人民币500万元。
（7）其他挂牌信息：深投环保本次增资拟引入两类战略投资者，其中A类战
略投资者1名，为综合资源型，增资后持股比例为34%（新增注册资本7,234.0425
万元）；B类战略投资者1名，为资本运作型，增资后持股比例为10%（新增注册
资本2,127.6596万元）；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员工持有标的（增资后）的股权比例
为9%（新增注册资本1,914.8936万元）。
6.投标的目的与意义
参与深投环保增资项目竞拍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若中标，可以实现公司环
保产业链横向的延展，填补公司环保产业在危废领域的空白，同时产生较好的经
济效益，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
7.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中标后，环保公司将作为参股股东增资入股深投环保，控制权相对薄弱，存
在一定的管理风险。公司将加强外派董事、监事的管理，根据章程行使股东权利、
履行股东职责，切实控制管理风险。
8.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宜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董事会关于参与深投环保增资 34%股权竞拍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
（2）深投环保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6 月 30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净资产
值为人民币 33,758.82 万元，评估值为人民币 99,500.00 万元，评估增值人民币
65,741.18 万元，增值率为 194.74%。参与增资股权竞拍的价格以深投环保增资
股权项目公告中的资产评估价格为作价依据，且参与本次深投环保增资股权竞拍
有助于公司未来开展危废处理业务，符合公司多元化布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公司参与深投环保增资 34%股权的竞拍。
9.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环保公司以 A 类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深投环保增资 34%股权的
竞拍。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环保公司增资，增资具体金额以最终竞拍价格
为准。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Newton公司增资的议案》
（详见《关于向Newton
公司增资的公告》（2020-007）），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
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公司为邳州市八义集镇9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深能宝应5.06万千瓦风
电场项目、深能刘老庄5万千瓦风电项目、深能涟水4.75万千瓦风电项目、深能
扬州小纪镇4.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浙江六横舟山港LNG接收站项目向境外全资子
公司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增资人民币49,861.38万元（该增资将以折算

为美元的形式投入，实际美元增资金额按注资时汇率进行折算）。
2.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潮州市南山园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
范项目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
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能源综合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合能源公司）
与公司控股子公司潮州深能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潮州燃气）拟设立潮州深
能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
称：潮州综合能源公司），投资建设潮州市南山园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示范项目
（以下简称：潮州天然气项目）。
潮州天然气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11,030 万元，自有资金为总投资的 20%,
为人民币 2,206 万元，其中，综合能源公司按 82%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 1,809
万元，潮州燃气按 18%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 397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
解决。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
2.综合能源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7年12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EX8F494。
法定代表人：张世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
经营范围：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及用能咨询服务、电力工程设计、施工
（需取得相关资质证书）、冷热电等综合能源的生产和供应、天然气分布式能源、
互补型能源（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光热发电）、生物质能源、地热能源投资经
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储能设备的开发、建设及运营。许可经营项目：购电、
售电、电力交易及代理、增量配网、智能配电网及园区微电网的投资建设、营运、
服务（需取得相关资质证书）。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100%股权。
3.潮州燃气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5年4月3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5100338143615M。
法定代表人：王钢。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0万元。
注册地址：潮州市东山路高级技工学校内潮中产业创新创意园1号产业创新
中心第4层412号房。
经营范围：燃气输配管网、船舶加气站、汽车加气站、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站、
气化站及相关设施的投资建设、工程信息咨询；燃气管网及相关配套设备的设计、
销售、安装、维修；销售：燃气设备、燃气炉具、燃气管材及相关零配件，建材；
货物进出口；危险货物运输；储存、销售：天然气、石油气(储存项目仅限于下
属分支机构经营)。
股东情况：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51%股权，广东韩江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29%股权，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华瀛天然气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股权。
4.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潮州天然气项目位于广东省潮州市湘桥区南山工业园区内，已获潮州市发改
委的核准（潮发改核准〔2019〕1号）。项目拟建设2×7兆瓦级天然气分布式能
源机组，第一阶段建设一套7兆瓦级燃气发电机组及余热锅炉，并配备1台15吨/
小时的燃气锅炉作为备用。项目拟并入南山工业园区10千伏低压配电网，对地方
电网负荷稳定供应可起到保障作用，亦可作为区域电网应急黑启动电源点。
5.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本项目的投资符合公司布局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产业的战略规划，项目投产后
能与潮州深能凤泉湖项目、潮州深能甘露项目、潮州深能环保电厂形成协同管理，
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保效益。
6.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潮州天然气项目存在天然气涨价风险、热用户用热稳定性风险。公司将通过
统筹安排，增加自主采购天然气供应量，确保项目天然气的供应量充足与气价稳
定；通过合理定位供热价格，增强用户粘性，保证项目运营稳定。
7.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综合能源公司与潮州燃气在广东省潮州市共同出资设立潮州综合
能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金为人

民币 2,206 万元。其中，综合能源公司按 82%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 1,809 万
元，潮州燃气按 18%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 397 万元。
（2）同意潮州综合能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
为准）投资建设潮州天然气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11,030 万元,其中自
有资金为人民币 2,206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燃气板块股权划转增资的议案》（本议案
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基本情况
公司拟对所属燃气资产进行整合，将持有的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30%股权、广东大鹏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广东大鹏）4%股权、深圳大鹏液化天然气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大鹏）4%股权划转至全资子公司深圳能源燃气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能燃控）。公司将所持有的上述3家天然气公司股权按账面净值划转给深能燃
控，获得深能燃控100%的股权支付。
2.股权划转方案
因深能燃控是公司100%控股的子公司，本次划转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符合特
殊性税务处理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划转采取特殊性税务处理的划转方式。截至
2019年12月31日，上述3家天然气公司股权账面净值为人民1,405,951,462.33元，
深能燃控因本次股权划转对应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其余
账面净值人民币905,951,462.33元计入深能燃控资本公积（具体金额以交割日数
据为准）。划转完成后，深能燃控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5,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145,000万元，本次股权划转前后公司持有的深能燃控股权100%保持不变。
3.整合目的及影响
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内部为调整业务架构而实施资产整合，划转完成后，将
形成以“集团公司—产业平台—经营单位”三级管控体系，有利于优化管控模式，
理顺管理关系，提升运营效率。本次股权划转是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股权结构
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影响。
4.董事会审议意见
同意公司将持有的中海石油深圳天然气30%股权、广东大鹏4%股权、深圳大
鹏4%股权按账面净值划转至深能燃控，即公司以上述3家天然气公司的股权对深
能燃控进行增资，获得深能燃控100%的股权支付。深能燃控因此次股权划转对应

增 加 注 册 资 本 和 实 收 资 本 人 民 币 50,000 万 元 ， 其 余 账 面 净 值 人 民 币
905,951,462.33元计入深能燃控资本公积（具体金额以交割日数据为准）。股权
划转完成后，深能燃控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95,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45,000万
元，由公司100%持有。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经营业绩述职
评议方案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李英峰董事作为考核对象回避表决此项议案。
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
1.公司董事会关于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经营业绩述职评议方案
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2.公司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经营业绩述职评议方案符合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经营业绩考核与管理》制度的要求，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考核程序，确保考核管理的客观性、公正性，促进公司综合治理水平的提
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同意公司制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经营业绩述职评议方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七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董事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