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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

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10名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公司董事寇炳恩因公务委托副董事长戴波行使表决权

1.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1.5�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桂冠电力 600236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张云

电话 0771-6118880

传真 0771-6118899

电子信箱 zhangyun@ggep.com.cn

1.6� � 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计，2015年度桂冠公司实现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净利润2,569,186,493.74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提取

法定盈余公积金71,565,096.92元，上年结转至本年的未分配利润1,032,424,

214.12元，年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3,530,045,610.94元。公司拟以2015年12

月31日公司总股本6,063,367,54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3

元（含税）,预计现金分配利润数1,819,010,262元。

二 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1、主要业务、经营模式：公司属于公用事业电力生产企业，主营发电业务，

主要从事水力发电业务，同时经营火电和风电业务；主要产品为电力；开发建设

和管理水电站并通过向电网售电取得收入是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公司主要发

电资产位于广西。

2、行业情况：电力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息

息相关，并呈现出与经济发展正相关的周期性特点，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9%，增速进一步放缓，国内电力消费增速也趋于放缓。 据国家能源局数据统

计，2015年，全社会用电量55,5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5%。 分产业看，第一产

业用电量1,02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第二产业用电量40,046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1.4%；第三产业用电量7,15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5%；城乡居民生活

用电量7,27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0%。

3、2015年广西地区发电形势：（1）水电作为清洁能源，电网公司原则上全

额收购。在电力调度方面，电网公司优化运行方式，尽可能的按照实际水情带负

荷，以确保水电全额消纳；除三、四季度因广西全区用电负荷低迷时段，水电少

量弃水外，全年基本实现了按水情带负荷，确保了水量利用率的最大化。（2）火

电竞争激烈，受负荷低迷影响，全区大部分火电厂减半容量运行，全区火电运行

负荷率不高，仅有60%左右。

三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

年

增减(%)

2013年

调整后 调整前

总

资

产

43,404,386,436.32 46,441,339,207.10 22,142,291,941.71 -6.54 21,926,661,682.29

营

业

收

入

10,310,748,738.66 9,313,616,938.41 5,703,384,436.94 10.71 4,944,102,874.45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2,569,186,493.74 1,450,029,357.37 592,811,394.47 77.18 225,337,576.61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扣

除

非

经

常

性

损

益

的

净

利

润

802,101,377.01 623,627,362.24 623,627,362.24 28.62 207,303,002.20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资

产

12,551,372,956.88 7,423,272,586.62 3,913,239,583.04 69.08 3,467,085,131.19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7,968,399,397.13 6,631,631,543.64 3,218,059,343.18 20.16 2,391,121,927.73

期

末

总

股

本

6,063,367,540.00 2,280,449,514.00 2,280,449,514.00 165.88 2,280,449,514.00

基

本

每

股

收

益

（元／

股）

0.5421 0.3060 0.2600 77.16 0.0990

稀

释

每

股

收

益

（元／

股）

0.5421 0.3060 0.2600 77.16 0.0990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29.99 20.29 16.14

增加9.70

个百分点

6.63

四 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2,438,723,136.98 2,719,021,127.57 2,700,722,364.55 2,452,282,109.56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771,493,606.50 602,611,169.70 741,774,102.97 453,307,614.57

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402,644,406.97 202,684,824.13 205,846,556.40 -9,074,410.49

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611,978,152.84 2,230,590,425.37 1,824,395,823.61 2,301,434,995.31

五 股本及股东情况

5.1 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2,469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100,12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全称） 股份

数量

性质

状态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2,458,

896,717

3,610,

819,410

59.55 3,610,819,410 无 国有法人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

1,134,

875,408

1,573,

823,596

25.96 1,134,875,408 无 国有法人

贵州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189,145,

901

189,145,

901

3.12 189,145,901 未知 国有法人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30,184,

250

30,184,

250

0.5 未知 其他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

开发有限公司

-2,285,

300

15,868,

391

0.26 未知 其他

北京千石创富－新

活力财富1号资产

管理计划

11,215,

300

11,215,

300

0.18 未知 其他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

9,043,

577

0.15 未知 其他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8,191,

400

8,191,

400

0.14 未知 其他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

7,515,

460

7,515,

460

0.12 未知 国有法人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

限公司－重阳3期

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6,272,

056

6,272,

056

0.1 未知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2015年7月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桂冠电力股份。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

股数量的说明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六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经营业绩刷新纪录得益于电量的大幅增长和管理的提升，公司2015

年营业收入、利润、净利润、归母利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一是抢发电量卓有成效。对外强化电量市场营销，建立同政府部门、电网企

业的沟通协调机制，拓展了发电空间；对内抓住红水河流域来水向好的有利时

机，加强水情预测分析，开展梯级水库联合调度，实施汛限水位动态控制，公司

水电实现大丰收，龙滩、岩滩、大化、桂开、平班5家单位发电量创历史最好发电

纪录，并超设计值。

二是控制成本取得实效。加强成本指标对标管理，严控成本费用支出，全年

可控费用较年初预算节约明显。强化资金管理，优化债务结构，通过提前归还或

置换到期贷款等途径进一步降低了公司的资金成本。

三是积极争取政策创效益。加强与主管税务部门沟通协调，龙滩、岩滩水电

落实优惠税收政策到位，风电电价补贴到位。

1、2015年，广西红水河来水步入新的上升周期，全年来水充沛而且稳定，

较多年平均来水偏丰一成左右，比上年来水偏丰约二到三成；公司发挥龙滩的

蓄水调节优势，做好上下游水库联合调度，充分利用水能资源，公司在红水河上

的大部分电厂年度发电量都创出历史新高，其中龙滩电厂发电量首次超过设计

值27.37亿千瓦时；公司主要水电在广西，水电利用小时为4295小时；公司在四

川的水电厂来水正常，受全社会用电增长缓慢、竞争激烈等不利因素影响，发电

量同比减少2.5%；湖北沿渡河公司因来水同比减少较多，年发电量下降29%，

但因装机小，绝对电量影响小。

2、受社会用电量增长低于预期，同时水电增发较多挤压火电空间等不利因

素影响，2015年广西区统调火电利用小时同比下降1168小时，公司火电发电量

同比减少37%，火电利用小时2590小时。

3、公司风力发电总体平稳，发电量与前两年相比变化不大。风电利用小时：

贵州四格风电利用小时数1842小时，高于区域（平均数1795小时）157小时；山

东公司风电利用小时数1524小时，低于山东（平均数1795小时）271小时。

（二）报告期内，公司安全生产形势良好，未发生人身、设备责任事故，保证

了生产经营的正常开展。

一是基础管理不断夯实。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强化责任

和制度落实，优化安全生产基础管理，深化安全生产专项工作，积极开展隐患排

查和风险管控，保持了安全生产稳定局面。

二是设备治理持续加强。 狠抓设备综合治理，深化设备缺陷“六不放过” ，

设备缺陷持续下降；科学组织机组检修，推进点检定修，优质高效地完成全年检

修任务。

三是防洪度汛机制日益完善。强化防汛责任落实，健全水电厂“三层防护”

机制，加强应急与突发事件管理，提升企业和地方联防联控水平。四是集控中心

建设积极推进。 受控电站机组接入系统调试工作正常开展，顺利实现了首个电

站远程操控。

（三）发展建设扎实推进一是根据公司发展需要，稳步推进项目储备工作。

二是工程建设取得新成果。 洪关太阳坪风电首次采用EPC总承包建设模式，年

底实现首批风机投产发电，工程优良率100%。

（四）龙滩重大资产重组圆满成功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发行普通股购买资

产的方式，分别购买大唐集团持有的龙滩公司65%股权、广西投资持有的龙滩

公司30%股权和贵州产投持有的龙滩公司5%股权, 公司直接持有龙滩公司

100%股权，并表资产、收入及利润大幅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总装机1,057.25万

千瓦（新增龙滩水电装机490万千瓦）其中水电900.90万千瓦、火电133万千

瓦、风电23.35万千瓦；公司在广西装机容量达到980.3万千瓦，占全区总装机容

量的28.4%，同比增加13.1个百分点，装机优势进一步巩固，为公司今后发展奠

定良好基础。

七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7.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

的，公司应当说明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无。

7.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公司应当说明情

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无。

7.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

当作出具体说明。

本集团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包括13家二级子公司、9家三级子公司、1家四级

子公司。 二级子公司分别为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广西桂冠开投电力有限责

任公司、广西平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大唐桂

冠盘县四格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茂县金龙潭电力有限公司、茂县天龙湖电力有

限公司、四川川汇水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司、福建

安丰水电有限公司、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浙江纵横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及大唐桂冠山东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三级子公司分别为兴义桂冠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遵义桂冠风力发电有限公司、黔西南州荣达煤焦有限公司、湖北省巴东县

沿渡河电业发展有限公司、大唐桂冠莱阳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大唐桂冠招远电

力投资有限公司、烟台东源集团开发区风电有限公司、烟台海阳东源风电发展

有限公司及烟台东源集团莱州风电有限公司；四级子公司为黔西南州桂电煤焦

检验有限公司。 与上年相比，本年因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增加龙滩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1家二级子公司和因新设立增加兴义桂冠风力发电有限公司1家三级子

公司。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临

2016-007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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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

29日在南宁以现场+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6年3月21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由王森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人，实际出

席会议的董事10人，董事寇炳恩因公务未参加表决，委托戴波行使表决权。 公

司监事会成员、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

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

总经理业务报告》。

三、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

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

财务决算及2016年度财务预算（草案）报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计，2015年度桂冠公司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569,186,

493.74元， 按照 《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71,565,

096.92元，上年结转至本年的未分配利润1,032,424,214.12元，年末可供股东

分配的利润3,530,045,610.94元。

公司拟以2015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6,063,367,540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现金红利3元（含税）,预计现金分配利润数1,819,010,262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一）贷款计划

根据公司生产及发展需要，预计2016年需融资总额370,887万元（其中新

增融资131,098万元,置换贷款融资239,789万元）。 主要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贷款用途 金额

一 基建项目融资 103,427

1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宾阳马王风电场项目、陆川谢仙嶂风电

场项目

8,400

2 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龙滩水电站工程 25,200

3 广西桂冠开投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乐滩水电站工程（移民安置）、乐滩

老厂房利用改造工程

8,692

4 广西平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平班水电站工程（移民安置） 1,500

5 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岩滩水电站扩建工程 12,342

6 大唐桂冠盘县四格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贵州金沙县岩孔分布式接入风电场工程 10,600.00

7 遵义桂冠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贵州遵义洪关太阳坪风电场工程 16,492.00

8 兴义桂冠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贵州兴义市白龙山风电场工程 1,000.00

9 大唐桂冠莱阳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大唐桂冠莱阳羊郡风电场工程 9,600.00

10 大唐桂冠诚信（莱州）电力有限公司 大唐桂冠莱州二期风电场工程 9,601.60

二 流动资金借款 27,671

1 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160

2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13,411

3 浙江纵横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4,400

4 大唐桂冠招远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200

5 烟台东源集团开发区风电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8,000

6 烟台东源集团莱州风电有限公司 补充流动资金 1,500

三 贷款置换 239,789

合 计 370,887

备注： 贷款置换239,789万元的具体贷款到期时间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1月 2月 3月 6月 7月 8月 12月 合计

14800 9000 191589 3400 2000 16600 2400 239789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向控股

子公司发放不超过31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

根据各控股子公司2016年的融资需求， 公司2016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

供不超过31亿元的委托贷款（含以前年度委贷到期置换贷款）。

(一)接受委托贷款的控股子公司及受托金融机构

需要委托贷款单位

金额

受托金融机构

（万元）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180,000

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公司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

南宁市民主支行、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津头信用

社等金融机构

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15,000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50,000

广西平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

司

160

浙江纵横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4,400

湖北省巴东县沿渡河电业发

展有限公司

14,000

大唐桂冠盘县四格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4,000

大唐桂冠山东电力投资有限

公司

7,000

大唐桂冠招远电力投资有限

公司

2,000

烟台东源集团莱州风电有限

公司

1,500

烟台东源集团开发区风电有

限公司

12,000

合计 310,060

公司根据各控股子公司资金实际需求，在31亿元的总额度里综合平衡，办

理委托贷款。

（二）办理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

公司将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优势，以（包括但不限于）发行的短期融资券、

定向工具等筹措的资金，或自有资金，以及其他渠道（包括银行贷款）筹措的低

成本资金，向以上控股子公司发放委托贷款。

（三）办理委托贷款的利率

公司将根据办理委托贷款的资金成本，按照不低于募集资金成本且不高于

同期银行借款利率的利率予以办理。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请参阅同日披露的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的公告》（编号：临2016-009）。

八、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广西桂冠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同意披露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内部控制独立审

计后出具的《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请参阅同日披露的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

告》。

九、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

企业负责人责任制专项考核奖励的议案》。

根据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关于2015年度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结果及兑现

的通知》（大唐集团人[2016]12号）的有关规定，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对桂冠公

司企业负责人2015年度责任制进行了考核，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建议董事会给

予公司经营班子成员奖励，具体情况如下：

（一）考核奖励

按业绩考核办法规定， 考核奖励金额354.02万元。 正职考核奖励金额为

50.00万元，其中当期兑现45.00万元，待任期结束后的延期奖励为5.00万元；班

子其他成员业绩考核奖励标准按正职的0.6-0.9（系数）发放。 以上奖金金额含

税,由公司支付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二）嘉奖

嘉奖金额72.34万元。 正职嘉奖10.00万元； 班子其他成员嘉奖按正职的

0.85发放。 以上奖金金额含税,由公司支付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十、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

公司继续聘任信永中和为公司2016年度年报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 � 2016年度审计费用预算190.80万元， 其中2016年年报审计费用162万元

(含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年报审计费用31万元)， 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8.80万

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的预案》。

公司2015年度拟计提资产减值损失66,225,867.44元,具体情况如下:�应

收款项减值准备7,595,798.25元；存货减值准备4,411,051.77元；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4,566,857.99元；在建工程减值准备49,652,159.43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

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现场+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

号：临

2016-008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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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

29日在南宁以现场+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2016年3月21日以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监事会主席贺华主持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公司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二、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公司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

三、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监事会对公司2015年度报告的

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2015年度的财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计报告是客观的、公正的，一致同意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审计结论。

本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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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次监事会通过的以上第一、二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3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临

2016-009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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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对象：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

司

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31亿元人民币

委托贷款期限：委托贷款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目前尚未

签合同。

贷款利率：按照不低于公司募集资金成本且不高于同期银行借款利率的利

率予以办理。

一、委托贷款概述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29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发放不超过31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为充分发挥上市公

司融资优势，有效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努力提高经济效益，根据各控股子公司

2016年的融资需求，公司2016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31亿元的委托

贷款（含母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母公司及以前年度委托贷款到期置换）。

根据各控股子公司2016年的融资需求，公司2016年度拟向控股子公司提

供不超过31亿元的委托贷款（含以前年度委贷到期置换贷款）。

1、接受委托贷款的控股子公司及受托金融机构

需要委托贷款单位

金额

受托金融机构

（万元）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

180,000

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公司营业部、中国建设银行

南宁市民主支行、南宁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津头信用

社等金融机构

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15,000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50,000

广西平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0,000

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

司

160

浙江纵横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4,400

湖北省巴东县沿渡河电业发

展有限公司

14,000

大唐桂冠盘县四格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

4,000

大唐桂冠山东电力投资有限

公司

7,000

大唐桂冠招远电力投资有限

公司

2,000

烟台东源集团莱州风电有限

公司

1,500

烟台东源集团开发区风电有

限公司

12,000

合计 310,060

公司根据各控股子公司资金实际需求，在31亿元的总额度里综合平衡，办理委

托贷款。

2、办理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

公司将利用上市公司的融资优势，以（包括但不限于）自有资金、公司债

券、银行贷款、发行短期融资券、定向工具等筹措的低成本资金拟向上述单位发

放委托贷款。

3、办理委托贷款的利率

公司将根据办理委托贷款的资金成本，按照不低于募集资金成本且不高于

同期银行借款利率的利率予以办理。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履行的审批程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16年3月29日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公司拟向控股子公司发放不超过31亿元委托贷款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委托贷款的主体基本情况

（一）委托贷款方：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26号

注册资本：2,280,449,514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森

经营范围：开发建设和管理水电站、火电厂和输变电工程，独资、联营开办

与本公司主营有关的项目、电力金融方面的经济技术咨询等。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

1、委托贷款对象：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广西南宁市安吉路2号

法定代表人：戴波

注册资本：85,112.95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水力、电力建设的投资，运营及管理等。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0%）。

1-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岩滩公司主营水力发电业务，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416,824、

513,411、484,691万元；净资产分别为210,631、270,990万元、303,222万元；

营业收入分别为59,044、131,349、160,340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6,014、60,

359、83,468万元。

1-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岩滩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70%）；产权、业务、资产独立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岩

滩公司董事会聘任。

1-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2-2。

2、委托贷款对象：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2-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广西合山市电北路1号

法定代表人：罗赤橙

注册资本：11.22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火力发电、按电能销售合同售电等。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83.24%）。

2-2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合山公司主营火力发电业务，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432,133、

424,806、360,706万元；净资产分别为3,923、-7,661、-27,453万元；营业收

入分别为245,372、197,683、126,313万元；净利润分别为9,043、-11,585、

-19,792万元。

2-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持股比例为83.24%）；产权、业务、资产独立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由合山公司董事会聘任。

2-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2-2。

3、委托贷款对象名称：广西平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3-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南宁市

法定代表人：罗书葵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水电经营。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35%）。

3-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平班公司主营水力发电业务，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117,044、

116,196、112,383万元；净资产分别为53,985、63,645、76,138万元；营业收

入分别为20,730、31,242、38,054万元；净利润分别为3,923、12,874、18,286

万元。

3-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平班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35%）；产权、业务、资产独立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由

平班公司董事会聘任。

3-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3-2。

4、委托贷款对象名称：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司

4-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福州市永泰县

法定代表人：王询

注册资本：2,6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水电开发与经营。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4-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龙湘公司主营水力发电业务，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6,580、6,

708、6,868万元；净资产分别为4,450、4,450、4,450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0、

0、0万元；净利润分别为0、0、0万元。

4-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龙湘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产权、业务、资产独

立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公司派出或聘任。

4-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4-2。

5、委托贷款对象名称：浙江纵横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5-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浙江省杭州市

法定代表人：王询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能源建设项目投资及管理等。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5-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纵横公司主营水力发电业务，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7,817、7,

820、7,811万元；净资产分别为3,885、3,866、3,854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0、

0、0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5、-18、-12万元。

5-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纵横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产权、业务、资产

独立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执行董事由桂冠公司派出。

5-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5-2。

6、委托贷款对象名称：湖北省巴东县沿渡河电业发展有限公司

6-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湖北省巴东县信陵镇西壤坡巫峡路

法定代表人：王询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水力、电力开发。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65%）

6-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沿渡河公司主营水力发电业务，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86,918、

78,862、75,662万元；净资产分别为4,145、2,225、-352万元；营业收入分别

为6,743.42、9,275、7,921万元；净利润分别为-4,040.63、-1,920、-2,577万

元。

6-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沿渡河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65%）；产权、业务、资产独立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沿

渡河公司董事会聘任。

6-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6-2。

7、委托贷款对象名称：大唐桂冠盘县四格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7-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盘县红果胜境大道旁

法定代表人：戴涛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场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提供风力发电规划、技术咨

询及运行维护服务。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7-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四格公司主营风力发电投资与经营，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87,486、

86,480、80,919万元；净资产分别为17,768、19,803、23,438万元；营业收入分

别为4,357、8,557、9,068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083、35、635万元。

7-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四格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产权、业务、资产独立

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桂冠公司派出或聘任。

7-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7-2。

8、委托贷款对象名称：大唐桂冠山东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8-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办公地点：山东烟台高新区海天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曹群

注册资本：47,4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电力项目投资及经营管理，电力技术的研究及咨询。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8-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山东电投公司主营风力发电的投资与经营，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

64,473、64,804、65,038万元；净资产分别为48,146、49,504、49,728万元；营业

收入分别为0、5、7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697、1357、224万元。

8-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山东电投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产权、业务、资产

独立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桂冠公司派出或聘任。

8-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8-2。

9、委托贷款对象名称：大唐桂冠招远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9-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山东省招远市金城路169号

法定代表人：李廷军

注册资本：99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项目的投资、风力发电技术的研究咨询。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100%）

9-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招远公司主营风力发电业务，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 34,739、32,

793、34,068万元；净资产分别为10,868、9,482、9,204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4,

148、3,169、3,399万元；净利润分别为851、-619、-278万元。

9-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招远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产权、业务、资产独立

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桂冠公司派出或聘任。

9-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9-2。

10、委托贷款对象名称：烟台东源集团莱州风电有限公司

10-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山东省莱州市土山镇山下村

法定代表人：任孝良

注册资本：95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技术的研究、咨询，风力发电项目的投资。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56%）

10-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莱州公司主营水力发电业务，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33,492、31,

647、 29,199万元；净资产分别为11,468、12,326、12,234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4,718、4,541、4,304万元；净利润分别为1,562、2,264、926万元。

10-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莱州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56%）；产权、业务、资产独立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莱州

公司董事会聘任。

10-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10-2。

11、委托贷款对象名称：烟台东源集团开发区风电有限公司

11-1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办公地点：山东省烟台开发区长江路168号

法定代表人：唐保鑫

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项目的投资；风力发电技术的研究、咨询。

控股股东：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80%）

11-2委托贷款对象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开发区公司主营风力发电业务，2013-2015年末总资产分别为23,763、20,

114、18,885万元；净资产分别为5,788、5,255、5,293万元；营业收入分别为

2276、2142、2244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304、-533、38万元。

11-3本次委托贷款对象开发区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持股比例为

80%）；产权、业务、资产独立完整；独立承担债权债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由开发

区公司董事会聘任。

11-4委托贷款对象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见11-2。

三、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内容

该委托贷款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目前未签合同。 公司将根

据办理委托贷款的资金成本，按照不低于募集资金成本且不高于同期银行借款利

率的利率予以办理。

四、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包括资金和收益等各个方面的影响

公司实行资金的统一协调管理，对资金实行一体化筹集和管控安排，委托贷

款实现了整体资金效益的提升， 及时满足子公司生产经营和发展建设的资金需

要。

五、委托贷款存在的风险及解决措施

以上接受委托贷款的企业都是公司控股或全资子公司； 委托贷款业务将计

入人民银行信贷征信系统内进行监管，对借款人违约加大了约束性。

六、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为0、逾期金额为0。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29日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36

公司简称：桂冠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