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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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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9年11月25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1月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会

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逐项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1.《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实施精准扶贫项目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

此项议案。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实施精准扶贫项目的公告》 刊登在

2019年11月3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

此项议案，同意聘任刘铁男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个人简历附后），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刊登在2019年11月30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30日

附：个人简历

刘铁男，男，1972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沃尔玛中国有限公司采购经理，黑龙江远大购物中心

有限公司采购经理，哈尔滨松雷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哈

尔滨城集生活精品超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枫叶小镇奥特莱斯（哈尔滨）广场有限公司运营总监；现

任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其本人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属于《“构

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规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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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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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29日召开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及全资子公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实施精准扶

贫项目的议案》，拟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东乡族自治县盛东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东商贸” ）增

资，由盛东商贸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对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持续实施精准扶贫。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1.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坚决打好精准脱贫等三大攻坚战” 的号召，实现多元化产业扶贫，公司

以自有资金450万元对全资子公司盛东商贸增资。 其中396万元用于与沈阳永利实业有限公司设立合

资公司东乡族自治县方大盛东包装有限公司（暂定名，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名称为准，以下简称“方

大盛东包装” ），其余54万元作为盛东商贸运营费用。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东商贸的注册资本由500万

元增加至950万元，增资后公司出资占盛东商贸注册资本比例不变，仍为100%。

方大盛东包装注册资本为450万元，其中盛东商贸出资396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88%；沈阳永利

实业有限公司出资54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12%。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东乡族自治县盛东商贸有限公司

公司以现金方式向盛东商贸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1.公司名称：东乡族自治县盛东商贸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9年7月3日

3.注册资本：人民币500万元（本次增资前，本次增资完成后为950万元）

4.法定代表人：王毅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住所：甘肃省临夏州东乡族自治县锁南镇锁南村五社

7.经营范围：农产品、肉制品、糖制品加工销售；工艺品、服装鞋帽、针织品、洗涤用品、化妆品、办公

用品、日用百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8.股权结构：公司持有盛东商贸100%股权，增资前后持股比例不变。

9.盛东商贸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截至2019年10月31日，相关数据未经审计）：

项目 2019年10月31日

资产总额（万元） 301.06

负债总额（万元） 5.40

净资产（万元） 295.66

项目 2019年7-10月

营业收入（万元） 0

净利润（万元） -204.34

盛东商贸2019年7月3日注册成立，作为公司精准扶贫工作的平台，目前主要负责投资扶贫项目，

没有开展业务，前期亏损主要是开办费和设备折旧形成的。

（二）拟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乡族自治县方大盛东包装有限公司（暂定名）

2.注册资本：人民币450万元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赵宇

5.住所：东乡族自治县凤山乡池摊镇

6.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 （人民币万

元）

出资比例

东乡族自治县盛东商贸有限公司 货币 396 88%

沈阳永利实业有限公司 货币 54 12%

7.出资方式：双方均以现金出资

8.经营范围（暂定）：纸箱、纸板、纸制品加工、纸箱印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上述信息最终以企业登记机关核准内容为准。

三、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沈阳永利实业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37309972281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成立日期：2001年9月3日

6.住所：沈阳市沈河区东陵西路152号

7.法定代表人：刘洁

8.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玻璃制品、铝合金展柜、铝塑门窗加工制造；玻璃幕墙、

钢结构现场安装；铝塑型材、建筑材料、金银首饰、文化用品、照相器材、健身器材、电器、汽车玻璃、日用百

货、服装、鞋帽、五金交电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9.股权结构：王保东出资120万元，出资比例60%；刘洁出资80万元，出资比例40%。

10.经公司核查，沈阳永利实业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沈阳永利实业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拟签订的合资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东乡族自治县盛东商贸有限公司

乙方：沈阳永利实业有限公司

（二）合作目的

各方本着自愿合作、平等友好、共同投资、共同受益、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经双方协商同

意，在甘肃省东乡县凤山乡共同投资设立有限公司（协议中简称“目标公司” ），进行纸箱、纸板、纸制

品加工、纸箱印刷的生产销售。

（三）股东出资、股权结构和出资时间

1.甲方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396万元，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88%，甲方持有目标公司

88%的股权。

2.乙方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54万元，以现金方式出资，占注册资本的12%，乙方持有目标公司12%

的股权。

各方应在目标公司银行基本账户开立后的三日内将出资额足额缴入目标公司开户银行账户，取

得注册资本认缴登记。

3.责任承担：协议双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目标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目标公司以其

全部财产对目标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四）目标公司组织结构

1.目标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是目标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2.目标公司不设董事会，设执行董事1名。执行董事对股东会负责，由甲方提名的人员担任。执行董

事任目标公司法定代表人。

3.目标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1名，由乙方提名的人员担任。

4.目标公司设总经理1名，由甲方提名的人员担任，总经理对执行董事负责；设财务负责人1名，由

甲方提名的人员担任，上述人员均由执行董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其他人员由各方协商安排，需由执

行董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的，由执行董事决定聘任或者解聘。

（五）利润分配

目标公司净利润按照甲方为60%、乙方为40%的比例进行分配。

（六）出资份额的转让

1.目标公司成立起五年内，股东不得转让股权。 自第六年起，股东可以转让股权。 但一方转让其部

分或全部股权时，在同等条件下其他方股东对拟转让股权享有优先受让权。

2.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方股东征求同意，其他方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

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方股东不同意转让的，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

同意转让。 股东各方有义务协助办理相应工商变更登记等手续。

3.股东将股权转让给第三方的，第三方的资金、管理能力等条件不得低于转让方，若因该股权转让

违法导致公司丧失法人资格的，转让方应承担主要责任。

4.转让方违反上述约定转让股权的，转让无效。 同时，转让方应向未转让方支付违约金贰佰万元。

（七）违约责任

1.任何一方未按协议约定及时足额缴纳出资的，除应当足额缴纳外，还应向已足额支付的其他方

承担违约责任、支付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百分之十的违约金，并应赔偿其他方的经济损失。

2.如任何一方不履行本协议其他约定义务，违约一方应当向其他方支付目标公司注册资本百分之

十的违约金，并应赔偿其他方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八）合作期限

各方协商同意，目标公司的合作期限暂定为十年，以工商部门核准目标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至

合作期限届满前的6个月内，股东各方应协商一致延长经营期限。

（九）协议的效力

1.协议各方就本协议未尽事宜，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一式五份，协议方各执二份，一份送工商管理部门备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自协

议各方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3.本协议的某一条款的无效不应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的有效性。

五、对外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坚决打好精准脱贫等三大攻坚战” 的号召，实现多元化产业扶贫，解决

更多就业岗位，从传统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对甘肃省临夏州东乡县持续实施精准扶贫。 目前，

东乡县产业扶贫现有项目对纸盒包装业务需求量大，而当地企业产能无法满足需求，盛东商贸通过充

分调研和考察，确立纸盒包装项目作为第二个精准扶贫项目。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尚需获得企业登记机关的核准，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合资公司方大盛东包装成

立后，可能会面临运营管理、市场环境等方面的风险。 公司及盛东商贸将通过进一步加强对管理运营

的监督与控制，促进方大盛东包装有效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积极防范和应对上

述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将充分发挥商业企业优势，助力当地产业发展、扩大就业扶持，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与精准扶贫，有利于上市公司发挥在扶贫攻坚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

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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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泸水市宏峰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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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水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水电）拟以人民币11,597万元收购泸水市宏峰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水宏峰）100%股权。

上述事项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关于制定公司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

权方案》（详见2019年10月31日披露的《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3〉），上述

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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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泸水宏峰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321563191461T。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林绍锋。

注册地址：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镇鹦鹉路5号。

经营范围：水力发电。

股东结构：林绍锋持有54.25%股权，林星都持有20%股权，苏志勤持有10.25%股权，赖诗茂持有10%股权，苏良作持

有5.5%股权。

经查阅相关网站，泸水宏峰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10月31日（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1,616.40 13,055.51

负债总额 8,567.25 10,119.20

应收账款总额 0.00 74.09

所有者权益总额 3,049.15 2,936.31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项目 2019年1-10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1,595.51 1,714.82

营业利润 145.39 363.91

利润总额 145.19 363.7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3.08 304.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966.95 661.04

主要资产：泸水宏峰主要资产是堵堵洛河一级水电站，电站位于怒江泸水市称杆乡境内，采用径流引水式开发，安

装两台立式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装机容量2×1.5万千瓦，电站于2012年5月投产。

其他情况： 为履行泸水宏峰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怒江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2014年7月30日泸

水宏峰与该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抵押合同》，以堵堵洛河一级电站电费收费权出质及以堵堵洛河一级电站整体资

产进行抵押。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泸水宏峰在该银行的贷款余额为人民币6,200万元，期限至2026年7月29日。

除上述情况外，泸水宏峰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其他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自然人姓名： 林绍锋 （身份证号：3505261985****0014；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林星都 （身份证号：

3505261963****0514；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苏志勤（身份证号：3505261970****0531；住所：福建省德化县）、

赖诗茂（身份证号：3505261966****0033；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苏良作（身份证号：3505261962****001X；住所：福建

省德化县）。

经查阅相关网站，上述自然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股权情况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 泸水宏峰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3,055.51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0,119.20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936.31万元。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收益

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10,543.43万元，较审计净资产增值

人民币7,607.12万元，增值率259.07%。

经协商，深能水电拟以人民币11,597万元收购泸水宏峰100%股权。收购完成后，深能水电将持有泸水宏峰100%股

权。

五、收购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收购可以发挥同片区管理的协同效应，降低运营管理成本，符合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有利于优化公司电

源结构、实现公司电力主业可持续发展，收购后将为公司创造较好的收益。

六、收购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存在电力市场供需风险及其他或有风险，公司将通过强化集中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电力营销力度、严格

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保证公司权益。

七、审议情况

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深能水电收购泸水宏峰100%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1,597

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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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泸水市泉德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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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水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水电）拟以人民币24,697万元收购泸水市泉德水电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水泉德）100%股权。

上述事项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关于制定公司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

权方案》（详见2019年10月31日披露的《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3〉），上述

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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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泸水泉德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04年2月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321757184606T。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苏良作。

注册地址：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镇八一路。

经营范围：水力发电。

股东情况：温雅国持有20%股权，林绍锋持有15%股权，郭金煌持有10%股权，林星都持有10%股权、郭文彬持有5%

股权、郑德荣持有5%股权、苏志勤持有5%股权、陈星煌持有5%股权、赖诗茂持有5%股权、苏良作持有5%股权、苏启发

持有5%股权、黄留峰持有5%股权、涂永生持有2.5%股权、陈敦博持有2.5%股权。

经查阅相关网站，泸水泉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10月31日（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23,615.26 24,253.68

负债总额 11,230.49 13,479.32

应收账款总额 0.00 120.07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384.78 10,774.3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项目 2019年1-10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2,732.26 3,126.48

营业利润 1,732.20 787.22

利润总额 146.64 787.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9.78 668.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505.25 1,634.87

主要资产：泸水泉德主要资产是堵堵洛河二级水电站，电站位于怒江泸水市称杆乡境内，采用径流引水式开发，安

装两台立式冲击式水轮发电机组，装机容量3×2万千瓦，电站于2008年10月投产。

其他情况：为履行泸水泉德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怒江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2018年6月2日泸水

泉德与该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抵押合同》，以堵堵洛河二级电站电费收费权出质及以堵堵洛河二级电站整体资产

进行抵押。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泸水泉德在该银行的贷款余额为人民币11,300万元，期限至2027年6月1日。

除上述情况外，泸水泉德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其他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自然人姓名： 温雅国 （身份证号：3505261960****0515； 住所： 福建省德化县）、 林绍锋 （身份证号 ：

3505261985****0014；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郭金煌（身份证号：3505261962****0516；住所：福建省德化县）、

林星都（身份证号：3505261963****0514；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郭文彬（身份证号：3505261952****0519；住

所： 福建省德化县）、 郑德荣 （身份证号：3505261966****0019； 住所： 福建省德化县）、 苏志勤 （身份证号：

3505261970****0531；住所：福建省德化县）、陈星煌（身份证号：3505261963****0554；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赖诗茂

（身份证号：3505261966****0033；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苏良作（身份证号：3505261962****001X；住所：福建省德化

县）、苏启发（身份证号：3505261962****0534；住所：福建省德化县）、黄留峰（身份证号：3505261958****0013；住所：

福建省德化县）、 涂永生 （身份证号 ：3505261957****0518； 住所： 福建省德化县）、 陈敦博 （身份证号 ：

3505261964****0516；住所：福建省德化县）。

经查阅相关网站，上述自然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股权情况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 泸水泉德资产总额为人民币24,253.68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13,479.3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774.36万元。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收益

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22,452.09万元，较审计净资产增值

人民币11,677.72万元，增值率108.38%。

经协商，深能水电以人民币24,697万元收购泸水泉德100%股权。 收购完成后，深能水电将持有泸水泉德100%股

权。

五、收购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可以发挥同片区管理的协同效应，降低运营管理成本，符合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有利于优化公司电

源结构、实现公司电力主业可持续发展，收购后将为公司创造较好的收益。

六、收购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存在电力市场供需风险及其他或有风险，公司将通过强化集中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电力营销力度、严格

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保证公司权益。

七、审议情况

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深能水电收购泸水泉德100%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24,697

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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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泸水市泉益水电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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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水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水电）拟以人民币11,251万元收购泸水市泉益水电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水泉益）100%股权。

上述事项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关于制定公司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

权方案》（详见2019年10月31日披露的《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3〉），上述

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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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泸水泉益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04年4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321760412542N。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郭金煌。

注册地址：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镇八一路。

经营范围：中小水电开发利用。

股东情况：林绍锋持有17.53%股权，苏志勤持有13.15%股权，郭金煌持有10.36%股权，苏恒持有7.16%股权，苏启发

持有7.06%股权、黄留峰持有6.18%股权、林星都持有5.20%股权、郭文彬持有4.41%股权、陈星煌持有4.41%股权、郑德荣

持有4.38%股权、赖诗茂持有4.35%股权、苏良作持有4.35%股权、蒋玲玲持有2.87%股权、陈碧云持有2.47%股权、涂永生

持有2.21%股权、陈敦博持有2.20%股权、郑新萍持有1.71%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年10月31日（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0,365.82 11,521.71

负债总额 4,964.90 5,942.53

应收账款总额 0.00 142.81

所有者权益总额 5,400.92 5,579.1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项目 2019年1-10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1,063.72 1,238.38

营业利润 -121.78 100.43

利润总额 -121.80 119.1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42 9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941.54 291.92

经查阅相关网站，泸水泉益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资产：泸水泉益主要资产是老窝河四级水电站，电站位于怒江泸水市云龙县境内，采用径流引水式开发，安装

两台立式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装机容量2×1.25万千瓦，电站于2007年10月投产。

其他情况：为履行泸水泉益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怒江分行签订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2018年6月2日泸水

泉益与该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抵押合同》，以老窝河四级电站电费收费权出质及以老窝河四级电站整体资产进行

抵押。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泸水泉益在该银行的贷款余额为人民币4,800万元，期限至2027年6月1日。

除上述情况外，泸水泉益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其他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司法措

施。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自然人姓名： 林绍锋 （身份证号：3505261985****0014； 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苏志勤 （身份证号：

3505261970****0531；住所：福建省德化县）、郭金煌（身份证号：3505261962****0516；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苏恒

（身份证号：3505261986****0516；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苏启发（身份证号：3505261962****0534；住所：福建省德化

县）、黄留峰（身份证号：3505261958****0013；住所：福建省德化县）、林星都（身份证号：3505261963****0514；住所：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 郭文彬 （身份证号：3505261952****0519； 住所： 福建省德化县）、 陈星煌 （身份证号：

3505261963****0554；住所：福建省德化县）、郑德荣（身份证号：3505261966****0019；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赖诗茂

（身份证号：3505261966****0033；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苏良作（身份证号：3505261962****001X；住所：福建省德化

县）、蒋玲玲（身份证号：3505261970****652X；住所：福建省德化县）、陈碧云（身份证号：3505261969****0027；住所：

福建省德化县）、 涂永生 （身份证号 ：3505261957****0518； 住所： 福建省德化县）、 陈敦博 （身份证号 ：

3505261964****0516；住所：福建省德化县）、郑新萍（身份证号：3505261981****2541；住所：福建省德化县）。

经查阅相关网站，上述自然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股权情况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 泸水泉益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1,521.71万

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942.53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5,579.19万元。 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收益法

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2018年12月31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人民币10,228.93万元，较审计净资产增值人

民币4,649.74万元，增值率83.34%。

经协商，深能水电以人民币11,251万元收购泸水泉益100%股权。 收购完成后，深能水电将持有泸水泉益100%股

权。

五、收购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可以发挥同片区管理的协同效应，降低运营管理成本，符合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有利于优化公司电

源结构、实现公司电力主业可持续发展，收购后将为公司创造较好的收益。

六、收购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存在电力市场供需风险及其他或有风险，公司将通过强化集中管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电力营销力度、严格

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保证公司权益。

七、审议情况

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深能水电收购泸水泉益100%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1,251

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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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的指

导政策，重点构建养老金融生态平台，在养老金融和非金融服务方面共同发

力，夯实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财富储备，以实际行动和专业服务支持老龄

事业发展。 ” 中信银行副行长谢志斌在 11 月 28日银行业保险业例行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

据了解，中信银行依托中信集团在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和信托等方面

的综合金融服务优势，将重点布局“个人养老资金筹备期”（初入职场 20 岁

至退休）和“个人养老资金运用期”（退休后）两大阶段的养老金融服务，突

出中信银行“幸福年华” 生态圈三大亮点：专属的金融产品体系；率先为老年

人推出“健康银行” 服务；作为国家有关部门仅有的合作金融机构开展“公

证养老”服务，让老年人过上身心愉悦的品质生活。

提供有温度的养老金融服务 老年客户管理资产过万亿

中信银行为老年客户提供高质量的专属服务由来已久。2009年，中信银

行推出国内首张面向老年人专属的“幸福年华” 借记卡，成为业内最早发行

为老年人群量身定制借记卡的银行，开启了针对老年客户的专属金融服务。

2012 年，中信银行在全国 1423 家网点率先开展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

提供爱心座椅、老花镜、放大镜、血压仪等设备和服务。

2016年 10月，中信银行推出老年人群专属的“月月息” 大额存单产品，

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与投资理财需求，在存款保值增值的情况下，按月付

息，为老年客群的生活锦上添花，既能每月补给养老金，也是细水长流，让老

人安心，让子女放心。 目前“月月息”产品规模已达 1023亿元人民币。

2017 年，中信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金融机构，配合国家有关部门开展“公

证养老” 业务。 个人财富在进行了有效遗嘱和公证后，需要银行金融服务的

跟进，通过银行标准化服务流程，可以确保传承人的资产能按照遗嘱要求给

付受益人。中信银行成立了专门的项目组负责“公证养老” 业务，现已与 150

多家公证处合作，为近万位老人提供遗嘱设立、财产公证和金融服务，解决终

老有尊严、财富可传承的老年人群的痛点问题。

目前，中信银行正在布局老年客群专属的“健康银行” ，面向老年客户提

供 7X24 小时在线免费健康咨询， 向 VIP 客户提供三甲医院专家微信问诊

和就医咨询服务，老年客户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健康诊疗服务。

2019年 7月，中信银行与中国老龄协会达成战略合作，将面向全国 7 万

多所老年大学，800 多万在校学员及参加远程教育的数百万学员提供“幸福

+”老年大学信息化平台，推动老年大学信息化建设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中

信银行还为居民社区提供 300 余个中老年智能生活课程的在线学习机会，

为全国的老人出版并发放国内首个《老年金融知识读本》，帮助老年人防范

金融诈骗，提升安全意识。

2019 年 10 月，中信银行推出了全国首张老年专属信用卡，申请人年龄

放宽至 70 岁，该产品包括金卡、白金精英卡和白金尊贵卡三个等级，除了基

础的航班延误险、盗刷保障险、贵宾专线及礼宾服务之外，更结合老年客群关

注的健康、出行等带来多重定制权益。

目前，中信银行在经营老年客群上的服务品质位于同业榜首梯队。 截至

2019 年 10 月末，中信银行老年客户达到 1264 万户，管理资产达到 1.04 万

亿元，在全部零售客户管理资产占比达到 52.62%。

科技赋能服务 致力成为养老金融主办行

谢志斌副行长表示，“支持老龄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国家战略， 中信银行

将在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金融三方面践行国家战略。 ”

据谢志斌副行长介绍， 中信银行布局养老金金融可以溯源到 20 年前：

“1997 年起，中信银行已成为国家有关部门主要合作银行之一，为社会保障

基金保驾护航；中信银行还管理着 825 家企业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服务覆

盖近 30 个省、市、自治区；目前，中信银行正在搭建系统平台，完成个人养老

金账户与人社部系统的对接和产品准备。 ”

老龄事业的地位提高，带动了老龄化社会养老产业链的延伸。 养老不仅

仅是一个生存和生活的话题，还涉及到旅游、教育、居住、看护、医疗、康复、财

务规划、资产管理等。

据介绍，中信银行的优势是可以整合中信集团旗下及合作伙伴的多种资

源，结合中信银行在数字化、人工智能和开放银行等金融科技方面已取得的

优势，赋能养老金融业务，使养老场景的优质体验无处不在。

例如，中信银行与中国老龄协会、老年大学的合作中，由中信银行牵头金

融科技公司，为老年大学提供智能的信息化系统，这个智能信息化系统可以

实现老年大学线上“报名、缴费、选课” 一站式服务，实现“幸福 +” 老年大学

信息化行动落地。

谢志斌副行长表示，为更好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服务

老年客户的社会责任，中信银行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和战略定位，致力于构

建全新的养老金融生态体系，成为客户养老金融的“主办行” 。通过全面布局

“养老金”金融、养老服务金融、养老产业金融，打造养老服务生态圈。从客户

需求出发，积极推进金融产品和非金融服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服务

支持。依托金融科技，为养老金融赋能，让客户充分体验品质养老、健康养老、

智慧养老。

战略布局养老金融 全程护航老龄事业发展

《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指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

的重要趋势，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

情。伴随着这一趋势，养老产业的需求上升和发展空间具有非常强的确定性。

人口老龄化趋势催生银发经济。 据统计，截至 2018年底，我国老龄人口

数高达 2.49 亿人，居世界首位。 据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测算，我国养老产

业产值将在 2050年突破 100万亿元，占当时我国 GDP的三分之一以上。 可

以确定的是，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养老产业市场。

中信银行战略布局养老产业金融，建立了“行业、区域、客户、项目” 定位

逻辑，重点支持老年慢病药品制造，智慧养老领域，老年公寓等领域。 中信银

行联合公证处为中老年人提供的公证养老服务，就是以个人资产传承为切入

口，通过银行标准化的金融服务流程和存取款优势，让家庭财产的权益得到

公平、公正的保障。

现在，养老金融话题热议，但“老年人” 的概念和“养老” 的概念已发生

了质的变化。“养老” 事业上升为“老龄” 事业，它意味着提高老年人的生活

质量，使老人生活更加幸福；意味着提高老年人的生命质量，强调人生价值的

实现，强调对社会贡献的延伸。

谢志斌副行长表示：“针对较多年轻人缺乏退休规划和养老规划的问

题，中信银行将养老金融向客户全生命周期延伸。在养老金筹备期，做好三大

支柱的保障规划；在养老金运用期，根据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组合运用现金储

蓄、年金保险、养老理财产品、指数基金、债券等类固收或权益型产品，按照国

家规划要求，帮助客户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过上从容的退休生活。 ” 目

前，中信银行已打造了专属老年客群的服务品牌“幸福年华” ，并全面布局

“1+6”老年客户服务体系。

专业引领 温暖人心

中 信 银 行 全 力 打 造 养 老 金 融 主 办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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