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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收购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中核汇能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权转让标的公司名称：中核汇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汇能”） 

 本次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收购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团”）持有的中核

汇能 100%股权，由于中核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中核集团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止本公告作出之日，公司涉及连续十二个月内关联方股权收购类的事项如

下表所示： 

公告日期 公告标题 董事会届次 交易方式 预计交易金额 

2020年 11月

27 日 

中国核电关于拟收购中核

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三门

核电有限公司及中核辽宁

核电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

交易的公告 

中国核电第三

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在上海联合产

权交易所进行

摘牌 

不低于两项股权

的评估值

（100,007.82

万元） 

注：截止本次公告作出之日，上述交易尚未完成。 

若上述交易最终未能摘牌，公司本次董事会（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审议的公司参股投资中国铀业有限公司金额和本交易金额合计仍将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南三巷 1 号 

法定代表人：余剑锋 

注册资本：5,9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核燃料、核材料、铀产品以及相关核技术的生产、专营；核军用

产品、核电、同位素、核仪器设备的生产、销售；核设施建设、经营；乏燃料和

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处置；铀矿勘查、开采、冶炼；核能、风能、太阳能、水能、

地热、核技术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培训、

技术服务；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国

防、核军工、核电站、工业与民用工程(包括石油化工、能源、冶金、交通、电

力、环保)的施工、总承包；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建筑机械、建筑构件的研制、

生产；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承包境外核工业工程、境外工业

与民用建筑工程、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



员；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化工材料、电子

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有色金属、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电力供应、

售电；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医疗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

经营活动；医疗服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二）关联关系说明 

中核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中核集团构成

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中核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 日 2020 年 9月 30 日 

资产总计 8,317.13 8,908.63 

负债总计 5,946.10 6,243.16 

所有者权益合计 2,371.03 2,665.47 

项目 2019年度 2020 年 1月-9 月 

营业总收入 1,794.46 1,520.89 

利润总额 175.84 168.07 

净利润 141.92 132.18 

数据来源:中核集团 2019 年度审计报告、2020 年三季度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中核集团持有的中核汇能 100%股权。 

（二）中核汇能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28 号院 1号楼 6层 619号 



法定代表人：许钧才 

注册资本：154,844 万元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潮汐发电、火力发电项目

的开发、建设、运营、维护；煤制气项目的建设、运营；投资与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核集团持有中核汇能 100%股权。 

中核汇能的运营情况：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中核汇能控股子公司 10 家，

其中，中核汇海风电投资有限公司为投资管理类公司，旗下控股项目公司 27 家；

其余 9 家为项目公司。 

截至 2020 年 11 月底，中核汇能持有在运新能源装机 148.20 万千瓦，其中

风电 107.60 万千瓦，光伏 40.60 万千瓦；在建装机规模 50 万千瓦。 

（三）中核汇能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 年/ 

2017.12.31 

2018年/ 

2018.12.31 

2019年/ 

2019.12.31 

2020 年 1-9月/ 

2020.9.30 

资产总计 948,415.88 978,786.15 1,029,713.89 1,123,426.76 

负债总计 676,499.67 690,980.03 733,477.45 811,897.92 

所有者权益

合计 
271,916.21 287,806.12 296,236.44 311,528.84 

营业总收入 105,990.23 119,003.93 119,433.67 95,709.20 

利润总额 9,819.53 20,388.45 26,524.53 20,248.40 

净利润 9,793.04 19,072.11 24,212.05 17,993.33 

注：中核汇能合并财务报表数据。2020 年 1-9 月/2020 年 9 月 30 日数据未

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中核汇能 100%股权的评估值（以国资评估备案结果



为准）。 

本次交易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根据中瑞世联资产评估集

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中核汇能 100%股

权给中国核电所涉及的中核汇能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瑞评

报字[2020]第 000823 号），中核汇能于资产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

账面价值）为 147,721.86 万元，评估价值为 211,055.35万元，增值 63,333.50

万元，增值率为 42.87%。该资产评估结果尚需完成国资评估结果的备案。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采用非公开转让的方式，由公司以现金全额收购中核集团持有的中核

汇能 100%股权。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 

卖方：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买方：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交易价格： 211,055.35万元（最终以资产评估备案结果为准） 

3、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4、支付期限： 

中国核电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目标股权转让价款以

现金方式一次性支付至中核集团的银行账户。 

5、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事

宜。 

6、合同生效条件： 

《股权转让协议》自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双方签字盖章后，以下条件全部满

足之日起生效： 



（1）中核集团、中国核电已就签署并履行本协议获得所有必要及有效的授

权和批准，且该等授权及批准持续有效； 

（2）中核汇能已作出了批准本次股权转让的股东决定。 

7、过渡期安排： 

目标股权在过渡期间经营所产生的损益由中国核电享有。 

8、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履行或未全面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义务或任何陈述、保证严重失

实或不准确，均视为违约，守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要求其在合理期限内纠正

违约行为。同时，如因违约方的行为给守约方造成任何损失，违约方应承担赔偿

责任。 

9、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核集团作为中国核电的控股股东，将就避免与中国核电

在风力、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领域进行同业竞争相关事宜出具承诺函。承诺

除因中核集团与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合并原因形成的中核集团控制的其他

企业存在的新能源发电业务外，中核集团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和将来不在境

内或境外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中国核电开展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中核汇能为中核集团新能源产业专业化平台公司，中核汇能经过近 10 年的

发展，已建立与新能源产业相适应的管控体系，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项目开发、建

设、运维等一系列制度流程，培育了自身企业文化和人才队伍，具备进一步快速

发展的基础。公司收购中核汇能一方面有利于公司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另一方

面有利于公司利用中核汇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经验和优势，整合新能源产业

资源，加快公司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

的盈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核汇能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

生变化。 



六、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12 月 11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拟收购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车大水、刘

修红、武汉璟、蒋德宽回避表决。 

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董事会在审议该

项议案时，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中核汇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汇能’）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核集团’）下属新能源产业专业化平台公司，公司收购中核汇能

100%股权一方面有利于公司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利用中核

汇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的经验和优势，整合新能源产业资源，加快公司新能源

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次关联交易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交易

价格以经国资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关于公司拟收购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收购中核汇能股权一方面有利于公

司扩大新能源装机规模，另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利用中核汇能在新能源产业发展中

的经验和优势，整合新能源产业资源，加快公司新能源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本次

关联交易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本交易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本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

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函》 

4、《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与审计委员会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