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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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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百零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2月26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9年

12月2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19年12�月 26日下午15: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网络投票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19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19年12月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

提案1：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2：关于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议案。

提案3：关于向财务公司增资的议案。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1-3已经2019年12月6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2019年12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投资建

设越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的

公告》《关于向财务公司增资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

√

2.00 关于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议案 √

3.00 关于向财务公司增资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

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代码卡、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

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12月25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14:30至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2026号能源大厦40楼）。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代码卡、开户证券营

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5．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755-83684138；传真：0755-83684128；联系人：何烨淳。

6．会议费用：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2．2019年12月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宁顺

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关于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的公告》《关

于向财务公司增资的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

投票代码：360027。

投票简称：深能投票。

2．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00 总议案

1.00 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2.00 关于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议案

3.00 关于向财务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议案， 提案编码100代表总议案。 提案编码1.00代表提案1， 提案编码

2.00代表提案2，以此类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全部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2月2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6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19年12月26

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

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

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 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下列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

的议案

2.00 关于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议案

3.00 关于向财务公司增资的议案

注：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 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可以 □不可

以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单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日期：

委托人持股数：

（本授权书的剪报、复印、或者按照以上样式自制均为有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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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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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于2019年12月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完成。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19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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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投资建设邳州市八义集镇9万千瓦风电场项目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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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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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与公司境外

全资子公司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以下简称：Newton公司）采取合资形式通过邳州市

深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邳州深能风力公司）投资建设邳州市八义集镇9万千瓦风电

场项目（以下简称：邳州八义集项目）。 邳州八义集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80,099.56万元，其

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26,706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南京控股公司和Newton公司拟分别向邳州深能风力公司增资人民币13,746万元和人民币

12,960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增资后，南

京控股公司持有邳州深能风力公司62.77%股权，Newton公司持有邳州深能风力公司37.23%股

权。 公司拟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13,746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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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860.9177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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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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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946.49 940,854.68

负债总额 566,042.35 613,839.16

所有者权益 384,904.14 327,015.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8,348.62 309,263.89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88,298.08 96,376.53

利润总额 34,787.39 31.633.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227.33 30,00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018.14 75,785.38

3.邳州深能风力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5年8月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82331113181P。

法定代表人：李忠。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8,100万元。

注册地址：邳州市燕子埠镇黑山村。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风力发电技术研发、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南京控股公司持有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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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39.12 41,139.92

负债总额 31,183.92 32,336.52

所有者权益 10,155.20 8,803.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0,155.20 8,803.40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1-12月（已审计）

营业收入 3,775.48 1,212.01

利润总额 1,346.79 301.0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51.79 703.4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17.09 453.07

4.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邳州八义集项目位于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八义集镇，2018年12月12日取得了徐州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下发的核准批复（徐发改核发〔2018〕39号），核准建设规模9万千瓦。 项目计划安装

36台单机容量2.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风电场拟新建一座110千伏升压站，风机所发电力就地升

压汇流至110千伏升压站35千伏母线，集中升压后经1回110千伏线路接入电网。

5.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

具备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6.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邳州八义集项目存在着上网电价受政策性影响较大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政策，争取在较短

时间内并网发电，确保项目取得最好的电价。

7.董事会审议意见

（1） 同意邳州深能风力公司投资建设邳州八义集项目， 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80,099.56万

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26,706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邳州深能风力公司增资人民币13,746万元，增资后持有邳州深能

风力公司62.77%的股权；同意Newton公司向邳州深能风力公司增资人民币12,960万元（以折算

为美元的形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增资后持有邳州深能风力公司

37.23%的股权。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13,746万元。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深能宝应5.06万千瓦风电场项目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 《关于投资建设深能宝应5.06万千瓦风电场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51〉），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深能宝应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深能宝应5.06万千瓦风电场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

民币52,740.83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7,584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深能宝应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10,350.40万元，增资后持有深

能宝应新能源有限公司60%的股权；同意Newton公司向深能宝应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7,

033.60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增资后持

有深能宝应新能源有限公司40%的股权。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10,550.40万元。

4. 同意南京控股公司为深能宝应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156.83万元。

（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深能刘老庄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议案》（详

见 《关于投资建设深能刘老庄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52〉），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淮安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深能刘老庄5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

币45,471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5,161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淮安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8,896.60万元，增资后持有淮安

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60%的股权； 同意Newton公司向淮安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6,

064.40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增资后持

有淮安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40%的股权。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9,096.60万元。

4. 同意南京控股公司为淮安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310万元。

（四）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深能涟水4.7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 《关于投资建设深能涟水4.7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53〉），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涟水县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深能涟水4.75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

民币46,231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5,414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涟水县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7,969.42万元，增资后持有涟

水县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53%的股权；同意Newton公司向涟水县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

币7,244.58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增资

后持有涟水县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47%的股权。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8,169.42万元。

4. 同意南京控股公司为涟水县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

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817万元。

（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深能扬州小纪镇4.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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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境内全资子公司南京控股公司拟与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Newton公司采取合资形式通

过深能扬州江都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扬州风力公司）投资建设深能扬州小纪镇4.5

万千瓦风电场项目（以下简称：扬州项目）。扬州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44,980万元，其中自有

资金为人民币14,997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南京控股公司和Newton公司拟分别向深能扬州风力公司增资人民币8,798.20万元和人民币5,

998.80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 增资后，南

京控股公司持有深能扬州风力公司60%股权，Newton公司持有深能扬州风力公司40%股权。 公

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8,998.20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

2.南京控股公司的基本情况（详见二（一））

3.�深能扬州风力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8年8月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12MA1X3EXU9M。

法定代表人：成胜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注册地址：扬州市江都区小纪产业园。

经营范围：光伏、风力发电及传统能源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管理及技术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南京控股公司持有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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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759.16

负债总额 559.16

所有者权益 2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0.00

2019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00

项目公司目前正处于建设前期，没有产生经营收入、成本和利润。

4.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扬州项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小纪镇野田河东侧，2018年12月29日取得了扬州市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核准批复（扬发改许发〔2018〕294号），核准建设规模4.5万千瓦。 项目计划

安装18台单机容量2.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风电场内配套新建一座110千伏升压站，风机所发电

力通过箱式变电站升压到35千伏后接入110千伏升压站。

5.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

具备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6.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扬州项目存在着上网电价受政策性影响较大的风险。公司将按有关政策，争取在较短时间内

并网发电，确保项目取得最好的电价。

7.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深能扬州风力公司投资建设扬州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44,980万元，其中自有

资金为人民币14,997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深能扬州风力公司增资8,798.20万元，增资后持有深能扬州风力

公司60%的股权；同意Newton�公司向深能扬州风力公司增资5,998.80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

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增资后持有深能扬州风力公司40%的股权。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8,998.20万元。

（六）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详见 《关于投资建设越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54〉），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东盟

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合作投资建设越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为8,704万美元，

其中自有资金为1,740.80万美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2.同意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向越南维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认缴出资20,484,405万越

南盾（折合887.81万美元，该增资将以美元折算为越南盾的形式投入，实际出资金额按注资时汇

率进行折算），出资后持有其51%的股份。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增资887.81万美元。

4. 同意公司按51%的股权比例为越南正胜风电责任有限公司的EPC剩余款项付款义务向中

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

3,593万美元；同意公司按51%的股权比例为越南正胜风电责任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3,551万美元。

5.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议案》（详见《关于设立深能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5〉），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

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 同意公司与Newton公司在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合资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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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元。

2.同意公司向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7.5亿元，持有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75%的股权；同意Newton公司向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2.5亿元（以折算为美元

的形式认缴出资，实际美元认缴出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持有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5%的股权。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Newton公司增资人民币2.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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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财务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关于向财务公司增资的公告》

〈 公告编号：2019-056〉），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人民币50,000万元，增资后注册资本金由人

民币10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50,000万元。

2.同意公司按70%持股比例向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35,000万元；同意深

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按20%持股比例向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10,000万元；

同意深圳市广深沙角B电力有限公司按10%持股比例向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

币5,000万元。

3.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河池、洋源、泓源3家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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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对所属水电板块股权进行整合，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河池汇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池公司）、贵州深能泓源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泓源公司）、贵州深能洋源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洋源公司）3家公司100%股权划转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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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所持有的上述3家水电公司股权按账面净值划转给深能水电，获得深能

水电100%的股权支付。

2.股权划转方式

因深能水电是公司100%控股的子公司，本次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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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上述3家水

电公司股权账面净值为人民币20,800万元， 深能水电因本次划转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人民

币20,800万元。 划转完成后， 深能水电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5,309.54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6,

109.54万元，本次股权划转前后公司持有的深能水电股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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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优化公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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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将公司持有的河池公司100%股权、泓源公司100%股权、洋源公司100%股权按账面净

值划转给深能水电，即公司以上述3家公司的股权对深能水电进行增资，获得深能水电100%的股

权支付，深能水电因此次股权划转对应增加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人民币20,800万元，股权划转完

成后，深能水电注册资本由人民币85,309.54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06,109.54万元，由公司100%持

有。

（十）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2019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编号：2019-0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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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零三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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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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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为拓宽融资渠道、 加强产融结合， 公司拟与境外全资子公司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

（以下简称：Newton公司） 在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合资设立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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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金为

人民币10亿元。 其中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7.5亿元， 持有融资租赁公司75%的股

权，Newton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2.5亿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认缴出资，实际

美元认缴出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持有融资租赁公司25%的股权。 公司为上述项目向

Newton公司增资人民币2.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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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本事项尚须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Newton公司基本信息

成立时间：1998年7月3日。

营业执照号：285574。

法定代表人：于春玲。

法定股本：5万股。

已发行股本：35股。

企业类型：境外注册中资控股企业。

注册地址：英属维尔京群岛。

经营范围：境内电力项目的投资和融资。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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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184.51 759,470.74

负债总额 323,669.05 322,971.61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41,224.79 431,880.4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58,023.67 47,440.79

利润总额 37,349.08 19,999.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652.84 16,877.97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41,646.51 28,022.28

三、设立融资租赁公司的方案

（一） 公司名称： 深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暂定名， 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

准）。

（二）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

（四）股权结构：由公司持有其75%股权，Newton公司持有其25%股权。

（五）业务范围：按银保监会有关融资租赁公司的经营范围，为集团成员单位及供应链提供

融资租赁服务；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及意义

设立融资租赁公司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加强资金集中管理，提高公司资金利用效率。

五、风险及控制措施

该项目存在着市场竞争风险、承租人信用风险、租赁资产价值风险等风险点。 公司将紧密围

绕公司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开拓优质市场化业务客户，实施差异化的市场定位降低市场竞争风险；

建立承租人信用评级体系控制信用风险；利用商业保险、保证金、担保等规避资产价值风险。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公司与Newton公司在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合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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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元。

（二）同意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7.5亿元，持有融资租赁公司75%的股权；同

意Newton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认缴出资人民币2.5亿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认缴出资，实际美

元认缴出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持有融资租赁公司25%的股权。

（三）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Newton公司增资人民币2.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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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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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电场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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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公司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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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与公司境外

全资子公司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以下简称：Newton公司）采取合资形式通过深能宝

应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应新能源）投资建设深能宝应5.06万千瓦风电场项目（以下简

称：宝应风电项目）。 宝应风电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52,740.83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17,584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南京控股公司和Newton公司拟分别向宝应新能源增资

人民币10,350.40万元和人民币7,033.60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

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 增资后南京控股公司持有宝应新能源60%的股权，Newton公司持有宝

应新能源40%的股权。 公司拟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10,550.40万元。

南京控股公司拟为宝应新能源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

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156.83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及担

保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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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860.9177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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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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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946.49 940,854.68

负债总额 566,042.35 613,839.16

所有者权益总额 384,904.14 327,015.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8,348.62 309,263.89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88,298.08 96,376.53

利润总额 34,787.39 31,633.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27.33 30,00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8,018.14 75,785.38

（三）宝应新能源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8年1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023MA1UWTM69K。

法定代表人：成胜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注册地址：宝应县射阳湖镇广陵路。

经营范围：光伏、风力发电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管理及技术咨询服务。

股东情况：南京控股公司持有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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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286.23

负债总额 86.23

所有者权益总额 2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0.00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00

宝应新能源目前正处于建设前期，没有产生经营收入、成本和利润。

经查询，宝应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宝应风电项目位于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射阳湖镇，2018年12月27日取得了扬州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下发的核准批复（扬发改许发〔2018〕290号），核准建设规模5.06万千瓦。 项目计划安

装23台单机容量2.2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风电场风机所发电力通过变电站升压到220千伏后，通

过1回220千伏线路接入中电射阳湖光伏升压站220千伏母线。

（五）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

具备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六）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宝应风电项目存在着施工难度较大、 周边人口较为密集和上网电价受政策性影响较大的风

险。公司将加强项目安全管理，健全施工管理制度；做好周边居民的安全疏导工作，设立安全隔离

带；按有关政策，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并网发电，确保项目取得最好的电价。

二、担保情况

（一）担保基本情况

宝应风电项目除自有资金外，其余投资款通过向金融机构融资取得。南京控股公司为宝应新

能源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

156.83万元。

（二）被担保人情况（详见一（三））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经南京控股公司与金融机构初步沟通，资本金外的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需由南京控股公司

提供担保。 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担保金额：南京控股公司为宝应新能源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156.83万元。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担保期限：担保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

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宝应风电项目各项经济效益指标较为合理，具有一定的财务盈利能力，项目运营期的现金流

可以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9年6月3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901,824.25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 34.05%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未对无

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宝应新能源投资建设宝应风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52,740.83万元，其中自

有资金为人民币17,584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二）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宝应新能源增资人民币10,350.40万元，增资后持有宝应新能源

60%的股权；同意Newton公司向宝应新能源增资人民币7,033.60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

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增资后持有宝应新能源40%的股权。

（三）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10,550.40万元。

（四） 同意南京控股公司为宝应新能源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156.8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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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设深能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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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

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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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公司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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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与公司境外

全资子公司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以下简称：Newton公司）采取合资形式通过涟水县

南控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涟水新能源）投资建设深能涟水4.75万千瓦风电项目（以下简

称：涟水风电项目）。 涟水风电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46,231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5,

414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南京控股公司和Newton公司拟分别向涟水新能源增资人

民币7,969.42万元和人民币7,244.58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

时汇率计价为准）， 增资后南京控股公司持有涟水新能源53%的股权，Newton公司持有涟水新

能源47%的股权。 公司拟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8,169.42万元。

南京控股公司拟为涟水新能源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

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817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及担

保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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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860.9177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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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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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946.49 940,854.68

负债总额 566,042.35 613,839.16

所有者权益总额 384,904.14 327,015.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8,348.62 309,263.89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88,298.08 96,376.53

利润总额 34,787.39 31,633.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27.33 30,00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8,018.14 75,785.38

（三）涟水新能源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8年6月20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26MA1WQH17XU。

法定代表人：成胜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注册地址：淮安市涟水县东胡集工业集中区。

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项目的开

发。

股东情况：南京控股公司持有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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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200.00

负债总额 0.00

所有者权益总额 2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0.00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00

涟水新能源正处于建设前期，没有产生经营收入、成本和利润。

经查询，涟水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涟水风电项目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2018年12月29日取得了淮安市行政审批局下发的

核准批复（淮审批投资复〔2018〕127号），核准建设规模为4.8万千瓦。 项目计划安装19台单机容

量2.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风电场内部配套新建一座110千伏升压站，风机所发电力通过箱式变

电站升压到35千伏后接入110千伏升压站，经1回110千伏线路接入系统变电站。 根据项目前期开

发协议，涟水新能源每年支付人民币50万元用于当地扶贫，期限十年。

（五）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

具备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六）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涟水风电项目存在着施工难度较大、 周边人口较为密集和上网电价受政策性影响较大的风

险。公司将加强项目安全管理，健全施工管理制度；做好周边居民的安全疏导工作，设立安全隔离

带；按有关政策，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并网发电，确保项目取得最好的电价。

二、担保情况

（一）担保基本情况

涟水风电项目除自有资金外，其余投资款通过向金融机构融资取得。南京控股公司为涟水新

能源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817

万元。

（二）被担保人情况（详见一（三））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经南京控股公司与金融机构初步沟通，资本金外的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需由南京控股公司

提供担保。 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担保金额：南京控股公司为涟水新能源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817万元。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担保期限：担保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

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涟水风电项目各项经济效益指标较为合理，具有一定的财务盈利能力，项目运营期的现金流

可以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9年6月3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901,824.25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 34.05%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未对无

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涟水新能源投资建设涟水风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46,231万元，其中自有

资金为人民币15,414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二） 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涟水新能源增资人民币7,969.42万元， 增资后持有涟水新能源

53%的股权；同意Newton公司向涟水新能源增资人民币7,244.58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

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增资后持有涟水新能源47%的股权。

（三）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8,169.42万元。

（四） 同意南京控股公司为涟水新能源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817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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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

瓦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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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建设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公司境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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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与公司境外

全资子公司Newton� Industrial� Limited（以下简称：Newton公司）采取合资形式通过淮安南

控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新能源）投资建设深能刘老庄5万千瓦风电场项目（以下简

称：刘老庄风电项目）。 刘老庄风电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45,471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

币15,161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南京控股公司和Newton公司拟分别向淮安新能源增

资人民币8,896.60万元和人民币6,064.40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

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 增资后南京控股公司持有淮安新能源60%的股权，Newton公司持有淮

安新能源40%的股权。 公司拟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9,096.60万元。

南京控股公司拟为淮安新能源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

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31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及担

保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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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860.9177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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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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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0,946.49 940,854.68

负债总额 566,042.35 613,839.16

所有者权益总额 384,904.14 327,015.5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8,348.62 309,263.89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88,298.08 96,376.53

利润总额 34,787.39 31,633.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0,227.33 30,006.8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8,018.14 75,785.38

（三）淮安新能源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8年6月1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804MA1WPRLNXD。

法定代表人：成胜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

注册地址：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新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研发，发电站设计、施工，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

股东情况：南京控股公司持有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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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总额 200.00

负债总额 0.00

所有者权益总额 20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00.00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0.00

利润总额 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00

淮安新能源目前正处于建设前期，没有产生经营收入、成本和利润。

经查询，淮安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刘老庄风电项目位于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刘老庄乡，2018年12月29日取得了淮安市行政审

批局下发的核准批复（淮审批投资复〔2018〕125号），核准建设规模5万千瓦。 项目计划安装20

台单机容量2.5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风电场内拟新建一座35千伏开闭所，风机所发电力通过该

开闭所汇集后，输送至中广核升压站升压至220千伏后接入系统。

（五）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

具备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六）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刘老庄风电项目存在着施工难度较大、 周边人口较为密集和上网电价受政策性影响较大的

风险。公司将加强项目安全管理，健全施工管理制度；做好周边居民的安全疏导工作，设立安全隔

离带；按有关政策，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并网发电，确保项目取得最好的电价。

二、担保情况

（一）担保基本情况

刘老庄风电项目除自有资金外，其余投资款通过向金融机构融资取得。南京控股公司为淮安

新能源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5,

156.83万元。

（二）被担保人情况（详见一（三））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经南京控股公司与金融机构初步沟通，资本金外的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需由南京控股公司

提供担保。 担保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担保金额：南京控股公司为淮安新能源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310万元。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

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

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3.担保期限：担保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

清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刘老庄风电项目各项经济效益指标较为合理，具有一定的财务盈利能力，项目运营期的现金

流可以偿还贷款本金及利息，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9年6月3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901,824.25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 34.05%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未对无

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淮安新能源投资建设刘老庄风电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45,471万元，其中自

有资金为人民币15,161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二） 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淮安新能源增资人民币8,896.60万元， 增资后持有淮安新能源

60%的股权；同意Newton公司向淮安新能源增资人民币6,064.40万元（以折算为美元的形式增

资，实际美元增资金额以注资时汇率计价为准），增资后持有淮安新能源40%的股权。

（三）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9,096.60万元。

（四） 同意南京控股公司为淮安新能源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0,310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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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千瓦

风电项目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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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深能（香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香港）拟联合中国电力工

程顾问集团中南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南院）、东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盟能源）增资Win� Energy� Joint� Stock� Company（以下简称：维英能源）并通过维英能源全

资子公司Chinh� Thang� Wind� Power�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正胜风电）投资建设越

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以下简称：正胜风电项目）。 正胜风电项目计划总投资为8,704

万美元，其中自有资金为1,740.80万美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深能香港、中南院、东盟能

源拟通过增资的方式投入项目资本金，其中深能香港向维英能源认缴增资20,484,405万越南盾

（折合887.81万美元），增资后深能香港持有维英能源51%股权。公司拟为上述项目向深能香港增

资887.81万美元。

公司、 中南院和东盟能源拟按股权比例为项目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其中公司按照51%的股权比例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3,551万美元。 公司和东盟能

源拟按股权比例为正胜风电的EPC剩余款项付款义务向中南院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公司按

照51%的股权比例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3,593万美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及担

保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1.深能香港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0年10月21日。

法定代表人：于春玲。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880万美元。

注册地址：香港湾仔港湾道23号鹰君中心1101、1102。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煤炭采购和船舶运营，设备代理）、投资、融资。

股东情况：本公司持有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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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9,972.87 614,771.12

负债总额 617,735.19 591,762.42

所有者权益总额 52,237.68 23,008.7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177,912.26 249,382.86

利润总额 28,432.96 15,194.7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251.11 2,111.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8,930.94 33,159.37

2.中南院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1998年7月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0001775634079。

法定代表人：陈新军。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0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武昌区中南二路12号。

经营范围：承接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咨询业务；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

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

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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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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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7,708.77 477,619.50

负债总额 302,490.51 321,457.0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65,218.26 157,210.0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225,133.76 260,309.81

利润总额 13,041.14 9,949.8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1,208.15 9,908.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5,324.53 -21,879.00

经查询，中南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东盟能源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7年3月16日。

法定代表人：段永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25,508,303,735越南盾。

注册地址：越南河内巴亭郡金马街273号。

经营范围：安装电力系统。

股东情况：新加坡维英国际能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越南盾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14,013,530,981 92,884,593,482

负债总额 10,300,140,568 71,396,879

所有者权益总额 103,713,390,413 92,813,196,60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115,985,000 0

利润总额 -698.109.925 -20,916,906,1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941,248,291 -738,209,029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维英能源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5年11月30日。

法定代表人：段永斌。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97,576,000,000越南盾。

注册地址：越南河内市巴亭郡讲武坊金马路273号Toserco大厦第六楼。

经营范围：安装及维修机械与设备、建筑公共工程(电网、电厂)、安装电力系统等。

股东情况：东盟能源持有99.75%股权，Menergy贸易有限公司持有0.02%股权，翔欣有限公

司持有0.23%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越南盾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79,667,606,792 143,591,844,146

负债总额 418,462,575 78,286,442,437

所有者权益总额 79,249,144,217 65,305,401,70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29,636,317 -13,082,484,59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959,268,987 -6,155,400,447

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结果：天职会计师事务所和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拟

增资维英能源开展了清产核资专项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 截至清产核资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

维英能源合并资产合计人民币2,247.21万元，负债合计人民币4.15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人民币

2,243.06万元。 截至评估基准日2019年7月31日，维英能源纳入评估范围内的所有者权益账面价

值为人民币2,286.09万元，评估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在持续经营前提下，

维英能源股份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2,252.13万元，增值额为人民币-33.96万元，增值

率为-1.49%。

法律尽调结果： 万商国勤&越南河内黎秋水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的维英能源进行了法律

尽职调查，主要结论如下：正胜风电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维英能源及正胜风电不存在被解散、清

算或依法被注销的情况，不存在依法需要终止的情形；维英能源及正胜风电均不存在对外借款及

对外担保的情况；维英能源及正胜风电没有正在进行的诉讼、仲裁或纠纷；维英能源不存在未处

理的行政处罚。

2.正胜风电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17年10月26日。

法定代表人：段永斌、赖如意。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4,600,000,000越南盾。

注册地址：越南宁顺省宁福县福民镇14街区黄福路102号。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

股东情况：维英能源持有100%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越南盾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未审计） 2018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64,569,797,148 55,076,236,708

负债总额 1,476,823,258 421,773,649

所有者权益总额 63,092,973,890 54,654,463,05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 目 2019年1-9月（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361,489,169 -424,447,1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371,112,395 -18,700,147,880

（四）增资方案

在清产核资基准日维英能源合并报表层面的净资产为75,289,626,620越南盾， 相比注册资

本金已经形成22,286,373,380越南盾的累计亏损。 东盟能源同意单方面溢价认购维英能源新增

股份，新购股份的全部溢价等于清产核资基准日维英能源注册资本金与净资产之间的差额（即：

22,286,373,380越南盾），且东盟能源同意溢价认购款全部先于新增注册资金到位。

在本次增资方案中， 深能香港向维英能源认缴增资20,484,405万越南盾（折合887.81万美

元），中南院向维英能源认缴增资1,606,620万越南盾（折合69.63万美元）,� 东盟能源向维英能

源认缴增资10,545,512万越南盾（折合457.05万美元），以上增资将以美元折算为越南盾的形式

投入，实际出资金额按注资时汇率进行折算。 各方增资到位后，东盟能源将整合维英能源原来两

个少数股东（Menergy贸易有限公司、翔欣有限公司）的股份，维英能源最终形成的股权结构为：

深能香港持有51%股权，东盟能源持有45%股权，中南院持有4%股权。

（五）风电项目的基本情况

正胜风电项目位于越南宁顺省中部， 拟以110千伏电压等级出线2回π接入占塔（Thap�

Cham）-宁福（Ninh� Phuoc）110千伏单回线路，新建线路长度约2×0.2千米，项目130米轮毂高

度年平均风速为6.55米/秒。

本项目由中南院负责EPC的实施工作， 并为项目除首付款之外的施工进度款提供一年半的

付款宽限期。 项目建成并投入商业运行之后，正胜风电拟通过融资偿还EPC剩余款项，融资金额

为总投资的80%。

（六）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国家政策、公司“十三五” 战略规划及越南

能源规划和市场发展，具备较好的规模经济效益。

（七）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正胜风电项目存在着项目延期风险、电力消纳及上网电价变动的风险。 公司将通过在增资及

合作协议中约定风险承担方和生效条件、加强与越南当地政府及电网公司沟通力度、在交易条件

和价格方面充分考虑电价变动影响等措施控制风险。

二、担保情况

（一）担保基本情况

1.建设期担保事项

由于中南院在项目建设期提供较长的付款宽限期，中南院要求在项目建设阶段，EPC合同生

效之后， 公司和东盟能源按股权比例为正胜风电的EPC剩余款项付款义务向中南院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EPC的剩余款项为7,045万美元，公司按51%股权比例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3,593

万美元。

2.项目投产后担保事项

正胜风电项目除自有资金外，其余投资款通过向金融机构融资取得，项目投产之后，公司、中

南院和东盟能源按股权比例为正胜风电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其中融资金额

不超过本项目总投资的80%，即6,963万美元，公司按51%股权比例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

3,551万美元。

（二）被担保人情况（详见一（六））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建设期担保合同

（1）担保金额：为项目公司的EPC合同中除首付款之外的施工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份

额为应付施工款的51%，公司本次担保的本金不超过3593万美元。

（2）担保范围：应付施工款、罚息、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3）保证期间：为EPC合同约定的付款宽限期期限届满之后两年。

2.项目投产后担保合同

（1）担保金额：为项目公司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份额为融资金额的51%，本次担

保的融资本金不超过3551万美元。

（2）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本金、利息、罚息、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

权的费用。

（3）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融资期限届满之后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正胜风电项目各项经济效益指标较为合理，具有一定的财务盈利能力，项目运营期的现金流

可以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19年6月30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901,824.25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 34.05%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 公司未对无

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三、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深能香港与中南院、东盟能源合作投资建设越南宁顺省正胜5万千瓦风电项目，项

目总投资为8,704万美元，其中自有资金为1,740.80万美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二）同意深能香港向维英能源认缴出资20,484,405万越南盾（折合887.81万美元，该增资

将以美元折算为越南盾的形式投入，实际出资金额按注资时汇率进行折算），出资后持有其51%

的股份。

（三）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香港增资887.81万美元。

（四）同意公司按51%的股权比例为正胜风电的EPC剩余款项付款义务向中南院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3,593万美元；同意公司按51%的股权比例为正胜风电向金

融机构申请的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务本金总额不超过3,551万美元。

（五）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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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财务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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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为增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能源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的金融服务能力，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深圳妈湾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妈湾公司）、深圳市广深沙角B电力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深公司）拟向财务公司增资共计人民币50,000万元，增资后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

由人民币100,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50,000万元。 其中公司拟按70%持股比例向财务公司缴纳

增资款人民币35,000万元，妈湾公司拟按20%持股比例向财务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10,000万

元，广深公司拟按10%持股比例向财务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5,000万元。

上述增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零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

增资行为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增资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财务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1996年6月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2415218。

法定代表人：周群。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2068号华能大厦32楼。

经营范围：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协助成员单

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

托贷款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

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经

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有价证券投资(投资

范围限于银行间市场国债、央行票据、金融债、短期融资劵、企业债、公司债,证券投资基金,股票

一级市场申购、股票战略投资者配售)；(以上项目凭00012445号《金融业务许可证》经营)；自有物

业租赁。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70%股权，妈湾公司持有20%股权，广深公司持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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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8,039.63 1,587,423.21

负债总额 1,442,364.03 1,433,421.26

所有者权益总额 165,675.59 154,001.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65,675.59 154,001.95

项 目

2019年1-9月

（未审计）

2018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21,273.42 27,393.18

利润总额 15,560.93 14,557.9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673.64 11,209.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6,896.58 122,095.74

三、增资方案

本次增资为货币出资，由公司向财务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35,000万元，妈湾公司向财务公

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10,000万元，广深公司向财务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5,000万元。 此次增资

完成后，财务公司股权结构保持不变。

四、增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增资事宜能满足财务公司经营不断扩大的需要， 也能满足监管部门鼓银行业金融机构

完善和强化资本补充机制的相关政策要求。

五、增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次增资主要存在资本回报率低的风险。财务公司将进一步通过强化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积极开展同业业务等手段提高资本回报率。

六、董事会审议意见

（一） 同意财务公司新增注册资本金人民币50,000万元， 增资后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100,

000万元增加至人民币150,000万元。

（二）同意公司按70%持股比例向财务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35,000万元；同意妈湾公司按

20%持股比例向财务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10,000万元； 同意广深公司按10%持股比例向财务

公司缴纳增资款人民币5,000万元。

（三）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