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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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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25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20
年 11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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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东化州良光镇 15 万千瓦农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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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控股公司）拟
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院）共同
出资设立深能化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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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以下简称：深能化州公司）投资建设广东化州良光镇 15 万千瓦农光互补
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化州项目）。
化州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61,243.34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12,249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深能化州公司计划注册资本金为人民
币 12,249 万元，其中南京控股公司拟按 60%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 7,349.40
万元，广东院拟按 40%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 4,899.6 万元。公司拟为化州项
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 7,349.4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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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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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南京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3 年 11 月 26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100084153118W。
法定代表人：李忠。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321,222.537731 万元。
注册地址：南京市溧水区白马镇康居路 2-2 号。
经营范围：新能源和各种常规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和投资。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南京控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261,261.50

1,085,681.98

负债总额

731,993.30

613,831.22

所有者权益

529,268.20

471,850.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55,641.29

421,841.97

2020 年 1-9 月 （未审计）

2019 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91,964.10

114,720.38

利润总额

36,652.92

39,394.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29,379.33

33,46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59,094.69

77,931.25

3.广东院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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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日期：2001 年 11 月 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455857967J。
法定代表人：黄志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5,330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广州科学城天丰路 1 号。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水土保持方案编
制、测绘、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
估、特种设备设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工程、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程造价
咨询、工程招标代理、对外承包工程（含承包境外电力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不含证券与期货）；工程技术与规划管理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环保设备，电力设备；房屋、
商铺、设备租赁；《南方能源建设》出版；能源技术研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售电业务；应用软件开发、信息处理及存储支持服务；水的生产和供应；
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公共设施管理；工程检测；工程试验；工程监测。
股东情况：中国能源建设集团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持有 100%股权。
经查询相关网站，广东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广东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218,074.49

1,011,824.39

负债总额

931,618.23

741,276.61

所有者权益

286,456.27

270,547.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86,456.27

270,547.78

2020 年 1-9 月 （未审计）

2019 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675,096.78

828,062.93

利润总额

18,915.07

35,033.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6,183.03

29,90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45.15

51,280.59

4.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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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项目位于广东省化州市良光镇大山村，日照充足，光能资源丰富，拟建
设一座总装机容量为 150.066 兆瓦的光伏发电站。本项目已被国家发改委、国家
能源局列为 2020 年光伏平价上网项目 2020 年光伏平价上网项目。项目计划总投
资为人民币 61,243.34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12,249 万元，其余投资款
通过融资解决。
5.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扩大新能源项目区域版图，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
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战略规划，具备较好的经济效益。
6.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化州项目为农光互补发电项目，按政策要求需利用光伏板下土地进行农业种
植。公司将提前规划农业种植方案，优化支架设计，确保项目所在地具备农业种
植条件。
7.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南京控股公司与广东院在广东省化州市设立深能化州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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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49 万
元，其中南京控股公司按 60%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 7,349.40 万元。
（2）同意深能化州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投资建设化州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61,243.34 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
人民币 12,249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 7,349.40 万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保定电力收购深能保定热力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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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保定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电力）拟收购其控
股子公司深能保定热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热力）49%股权，股权收购价
款为人民币 13,151 万元。收购后完成后，保定电力持有保定热力 100%股权。公
司拟为上述项目向保定电力增资人民币 13,151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上述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收购行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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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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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定电力与保定热力基本情况
（1）保定电力
成立时间：2015 年 2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7329731669D。
法定代表人：邵建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 85,993.36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保定市满城区旭宁北街东侧。
经营范围：经营电力、热力、供冷及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发电、供电、
供热和其他与电力、环保有关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管理、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培训；粉煤灰销售与综合利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
保定电力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409,314.97

396,979.78

负债总额

319,952.47

316,655.73

所有者权益

89,362.50

80,324.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9,851.64

70,391.45

2020 年 1-9 月（未审计）

2019 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85,948.24

117,232.31

利润总额

9,039.69

-1,931.0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461.43

-1,141.56

26,108.00

48,512.23

项 目

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保定热力
成立时间：2016 年 8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5MA07UJAQ57。
法定代表人：马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536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保定市朝阳北大街 1089 号正誉绿谷底商 S2-01 号商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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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热力、供冷及附属产品生产、销售；供热设备、材料销售；供热
设备租赁；供热设施运行、维修；热力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热力技术开发、咨
询服务。
股东结构：保定电力持有 51%股权, 河北昊天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昊天能源）持有 49%股权。
权属情况：保定热力股权清晰，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其他争议，不存在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保定热力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70,078.86

65,489.20

负债总额

50,668.94

45,218.58

1,389.17

105.95

0

0

19,409.92

20,270.62

应收账款总额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所有者权益
项目

2020 年 1-9 月（未审计）

2019 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7,617.67

6,755.93

营业利润

-860.70

-1,611.18

净利润

-860.70

-1,611.18

-2,828.48

6,625.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经查询相关网站，保定热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昊天能源
成立时间：2010 年 11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5564879428P。
法定代表人：张猛。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盐山县平安大街西侧,凤凰路南侧。
经营范围：热力、热电、新能源及管道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对电
力工程投资管理咨询与服务，项目投资与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战略策划，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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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金工具、机电设备、建材、管道；城镇供热新技术新装备研发制造、提供相关
技术咨询服务；燃气管网项目建设投资运营及城镇燃气销售。
股东结构：张猛持有 80%股权，张建兴持有 15%股权，王凯持有 5%股权。
转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相关网站，昊天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收购股权情况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截至专项审计基
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保定热力总资产为人民币 65,530.30 万元，总负债为人
民币 45,485.74 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20,044.56 万元。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总资
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68,763.42 万元，总负债评估值为人民币 41,816.85 万元，净
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 26,946.57 万元。
经协商，保定电力以人民币 13,151 元收购保定热力 49%股权。收购完成后，
保定电力将持有保定热力 100%股权。
5.项目投资情况
公司董事会七届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保定电力与昊天能源合资成立保定
热力，投资建设深能保定西北郊热电厂一期 2×35 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项目集
中供热工程。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 112,536.79 万元。目前，保定热力已建成主
要热水管网（DN500 及以上）单线总长 44.55 千米，已建成蒸汽管网总长 5.8 千
米，投产以来居民总供热量 366.52 万吉焦。2019 年 12 月，工业蒸汽主管网和
南段管网建成并实现供汽，月供汽量 2 万吨。
6.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收购将有利于公司提升保定供热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拓展当地业务
市场，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7.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保定电力收购保定热力 49%股权，股权收购价款为人民币 13,151
万元，收购后持有保定热力 100%股权。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保定电力增资人民币 13,151 万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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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
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承接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对深能环保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的融资担保，担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2,983.13
万元。
2.同意深能环保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所属全资子公司北海市一净城环保服
务有限公司、辽阳净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丹东一净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赫章
一净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净环卫服务有限公司、西安锦净环卫服务有
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800 万元。
3.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编号：2020-056>），此项
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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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五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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