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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428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20-090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抵押贷款的公告（一）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2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农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0年继续向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75,000万元，授信期限一

年，并在此额度以内办理贷款。本次授信公司拟采取以下两种融资方式：（1）以公司名下物业资产进行

抵押担保贷款金额不超过 45,000�万元；（2）由公司控股股东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天集团” ）为不超过30,000万元的贷款金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按照不超过实际贷款金额

1%收取担保费，即担保费不超过3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

近期，公司向农业银行申请办理了9800万元的资产抵押贷款，以公司子公司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公司” ）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593号部分房产进行抵押。

二、抵押资产情况

本次贷款以公司子公司国金公司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593号部分房产进行抵押， 房地

产总建筑面积为9948.51平方米，该部分用于抵押贷款金额上限9,800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所有权人 楼层 房屋所有权证 建筑面积（㎡）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

限公司

24层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709125138号-709125142号、

第709125145号、第709125147号-709125151号、第709125153号

-709125157号、第709125159号-709125161号、第709125288号、第

709125163号-709125166号、第709125170号-709125173号

1564.60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

限公司

25层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709125068号-709125073号、第709125078号-709125079号、第

709125081号、第709125083号-709125084号、第709125088号

-709125091号、第709125093号-709125095号、第709125099号

-709125102号

1213.22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

限公司

26层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709125174号-709125177号、第709125179号-709125181号、第

709125183号-709125195号、第709125200号-709125201号、第

709125203号-709125209号

1698.23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

限公司

27层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709124922号-709124923号、第709124927号-709124929号、第

709124931号-709124933号、第709124935号-709124943号、第

709124945号-709124948号、第709124952号-709124957号

1539.96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

限公司

28层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709124958号、第709124960号、第709124964号-709124965号、第

709124967号-709124968号、第709124971号-709124972号、第

709124974号、第709125286号、第709124978号-709124979号、第

709124984号-709124989号、第709124991号-709124993号

1215.90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

限公司

29层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709124996号、第709124998号、第709125285号、第709125000号

-709125002号、第709125004号-709125013号、第709125016号、第

709125018号、第709125022号-709125023号、第709125025号

-709125029号

1295.20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

限公司

30层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709125103号-709125105号、第709125106号-709125107号、第

709125111号-709125117号、第709125281号、第709125121号

-709125123号、第709125125号、第709125129号-709125137号

1323.02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

限公司

3101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709110604号

98.38

合 计 9948.51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在2006年9月以总价2.3亿元人民币收购了中

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与香港詠亨有限公司在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的全部债权和

100%的股权，取得该公司资产（详见公司于2006年9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收购湖南国际

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06-039）。

三、抵押标的所有权人基本情况

抵押标的所有权人：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2年11月04日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八一桥北侧

法定代表人：邵琳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6665.342万元

经营范围：酒店管理；住宿；餐饮管理；会议服务；娱乐场所经营；台球服务；游泳馆；理发及美容服

务；足浴服务；棋牌服务；KTV歌厅娱乐服务；桑拿、汗蒸；洗染服务；预包装食品、进口酒类、国产酒类、

烟草制品、服装、工艺品、木制、塑料、皮革日用品、礼品鲜花、日用百货、乳制品零售；食品的销售；汽车

租赁；物业清洁、维护；票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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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国金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53,310.86万元， 负债总额54,

696.96万元，净资产-1,386.1万元，营业收入1,1196.91万元，净利润-2,224.74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国金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58,716.94万元，负债总额62,942.57万元，净资

产-4,225.63万元，营业收入2,361.03万元，净利润-2,839.53万元。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有限公司目前没有需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此次贷款授信抵押资产到目前为

止不存在其他抵押等情况。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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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2020-091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抵押贷款的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5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

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续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30,000�万元，授信期限1年，并

在此额度以内办理贷款，贷款利率将按当期市场利率执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

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51）。

近期，公司向中国银行申请办理了2800万元的资产抵押贷款，以公司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

300号部分房产进行抵押。

二、抵押资产情况

本次贷款以公司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300号部分房产进行抵押，房产总建筑面积为2405.26

平方米，该部分用于抵押贷款金额上限2,800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所有权人 楼层 房屋所有权证 建筑面积（㎡）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701

长房权证芙蓉字

第711030412号

1197.51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01

长房权证芙蓉字

第711030412号

1207.75

合 计 2405.26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300号房产为公司自建资产， 该资产主要

为公司自用。

三、抵押标的所有权人基本情况

抵押标的所有权人：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6年8月03日

注册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300号

法定代表人：杨国平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101,892.6万元

经营范围：住宿、餐饮、洗衣、物业清洗服务及卷烟、雪茄烟零售；投资汽车出租、文化娱乐产业；酒

店资产的运营与管理（包括酒店资产的收购、投资、销售、租赁）；生产、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并提供计算

机集成科研成果转让；食品生产、加工；食品批发、零售；酒店管理咨询服务；信息管理平台服务；酒店品

牌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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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656,764.97万元， 负债总额411,

141.94万元，净资产245,623.03万元，营业收入111,055.3万元，净利润5,023.45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640,631.51万元，负债总额422,158.47万元，净资产

218,473.03万元，营业收入17,134.41万元，净利润-22,863.07万元。

公司目前没有需披露的诉讼或仲裁事项，此次贷款授信抵押资产到目前为止不存在其他抵押等情

况。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20-099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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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控股股东精工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 ）及其下属公司精工控股集团（浙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

工控股投资”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7,069,604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26.68%；

●精工控股及其下属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为531,62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

额的98.99%，占公司目前股份总额的26.41%。

●精工控股及下属子公司的股份质押均为场外质押，在质押合同中明确约定平仓线的股份数量仅

占总质押股份的10%，且约定的平均平仓线价格较低，离目前平均股价还有较大的差距，基本不会出现

平仓风险。

2020年10月16日,本公司接到精工控股关于股份质押相关情况的告知函,具体情况如下（本公告

涉及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一、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2020年10月15日，精工控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其持有的1,200万股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的质押手续。具体情况

如下：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精工控

股

是

1200万

股

否 否

2020.10．

15

2023.10.1

5

交通银行 5.06% 0.60%

生产经

营

上述股份的质押主要用途是自身经营所需，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

其他保障用途。

（二）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精工控

股

237,069,

604

11.78%

219,620,

000

231,620,

000

97.70% 11.51% 0 0 0 0

精工控

股投资

300,000,

000

14.90%

300,000,

000

300,000,

000

100% 14.90%

300,

000,

000

0 0 0

合计

537,069,

604

26.68%

519,620,

000

531,620,

000

98.99% 26.41%

300,

000,

000

0 0 0

二、公司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情况

精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822万股， 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

18.2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88%，对应融资余额17,896万元。

精工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将到期（不含半年内到期质押股份）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0,

940万股,占其所持有股份比例20.37%，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44%，对应融资余额18,900万元。

精工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精工控股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其营业收入、股票

红利、投资收益、非有效资产处置收入及其他收入。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精工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风险。

（二）截止公告披露日，精工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2、控股股东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任何影响，不会导致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3、控股股东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四）控股本次质押所融资金的具体用途及预计还款资金来源

本次质押所融资金具体用途：自身经营所需，补充流动资金。

预计还款资金来源：营业收入、股票红利、投资收益、非有效资产处置收入及其他收入。

（五）控股股东资信情况

1、基本情况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年2月12日；注册资本：35556万人民币；注册地址：浙江省

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鉴湖路（柯西开发区）；经营范围：钢结构建筑、钢结构件的设计、生产制作、施

工安装（凭资质经营）；经销：化纤原料、建筑材料(除危险化学品外)、金属材料（贵稀金属除外）及相关

零配件；货物进出口及代理；物业管理。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亿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总

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2019.12.31 231.9 162.3 51.43 148.88 69.59 159.45 3.13 8.71

3、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

率

流动

比率

速动

比率

现金/流动负

债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

或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约

记录及其对应金额

对外

担保

69.98% 1.01 0.53 5.29% 银行融资/�92.1亿元 无 无 无

4、大股东发行债券情况：无

5、控股股东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无

6、控股股东应结合自身资金实力、可利用的融资渠道及授信额度等，分析是否存在偿债风险。

精工控股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59.45亿元，净利润3.13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8.71亿元，资产

负债率、流动比、速动比等各项财务指标正常。 精工控股集团可利用的融资渠道为银行贷款，授信额度

92.1亿元。 精工控股主要资金来源有各板块营业收入、股权分红、投资收益及非有效资产处置收入。 精

工控股将巩固旗下钢结构建筑、高新化纤、新型建材等业务经营，加快非有效资产的处置，加快资金回

笼，不存在偿债风险。

（六）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2019年度，本公司与控股股东精工控股及其主要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交易内容 金额

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安徽墙煌彩铝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水电 449.02

安徽皖西宾馆有限公司 商品 52.55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 9,396.87

墙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材料 1,572.68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575.50

浙江铸辉幕墙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36.62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安徽墙煌彩铝科技有限公司 材料、劳务 16.68

安徽皖西宾馆有限公司 劳务 12.82

金刚幕墙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设计服务 30.02

精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商品 4.10

墙煌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劳务 1.99

租赁情况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场地 36.70

浙江佳宝聚酯有限公司 宿舍楼 29.87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经营发生的关联交易，交易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七）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精工控股目前虽存在高比例股份质押，但质押融资均为银行贷款，同时均有落实追加其他担保措

施；精工控股质押约定的平均平仓线价格较低，离目前平均股价还有较大的差距，基本不会出现平仓或

被强制平仓的风险。 精工控股将会加大经营力度，进一步提高盈利水平，盘活存量资产，加快资金回笼，

降低整体负债情况。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将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

前还款等。

公司将根据公司股份质押情况以及控股股东质押风险情况持续进行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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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

办理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金圆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圆控股” ）函告，获悉金圆控股将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解除质押

及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

日期

解除质押

日期

质权人

金圆

控股

是

9,520,000 4.11% 1.33%

2019年

9月30日

2020年

10月15日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7,420,000 3.20% 1.04%

2019年

12月9日

2020年

10月15日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金圆

控股

是 11,090,000 4.78% 1.55% 否 否

2020年

10月15日

办理解除

质押手续

之日

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官巷

口支行

自身生

产经营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金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开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开源资

产” ）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及办理质

押前质押股

份数量（股）

本次解除质

押及办理质

押后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金圆

控股

231,907,

628

32.45%

132,270,

000

126,420,

000

54.51% 17.69% 0 0 0 0

开源

资产

4,074,048 0.57% 2,850,000 2,850,000 69.95% 0.40% 0 0 0 0

合计 235,981,676 33.02%

135,120,

000

129,270,

000

54.78% 18.09% 0 0 0 0

四、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圆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开源资产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比例

已经超过50%但未达到80%，金圆控股在其出具的《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的告知函》中，就相关情

况说明如下：

（1）金圆控股及开源资产不存在所持公司5%以上的质押股份发生延期或平仓风险等情况。

（2）金圆控股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用于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相关需求，其本次质押的股份不负

担业绩补偿义务。

（3）金圆控股于2020年08月20日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6,510,000股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占金圆控股所持股份比例2.81%，占上市公司总股本比例0.91%，对应融资金额为30,000,000

元，到期回购日为2021年08月20日。 除前述交易外，其他金圆控股及开源资产与质权人签订的质押协

议中，未约定明确的质押到期日。金圆控股及开源资产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具备必要的资金偿付

能力。

（4）金圆控股及开源资产不存在对上市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情形。

（5）金圆控股及开源资产的股份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没有影响。

五、备查文件

1．金圆控股出具的《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和质押的告知函》；

2．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3.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546

证券简称：金圆股份 公告编号：

2020-124

号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江虹路1750号信雅达国际1幢30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 ：公司董事长赵辉先生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235,575,5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96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31,907,6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2.45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667,8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3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667,8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3,667,8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3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565,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7,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7％；反对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565,0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5％；反对1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7,3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37％；反对1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286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叶菲、黄夕晖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法律意见如

下：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圆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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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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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于2020年10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9名董事全部参加了表决。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输水管线的议案》。

为进一步拓展自来水产业市场，保障供水安全，增强公司整体竞争能力，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遂

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简称“自来水公司” ）依法决策后，以其自有资金3,841.90万元投资建设遂

宁市城区过涪江输水管线工程。

1、自来水公司遂宁市城区界福路DN800过涪江输水管线建设工程。 从涪江西侧起点滨江北路、界

福路已有接管点处，向东跨越涪江，至涪江东侧已建观音湖湿地公园，长约1,549米，管径为DN800。 投

资估算2,127.31万元。

2、自来水公司遂宁市城区通善大桥DN600过涪江输水管线建设工程。 从涪江西侧滨江南路、通善

大桥上游120米已有接管点处，管道沿河堤向北行进120米，向东跨越涪江，至通善大桥东侧预留接管

点，长约1,554米，管径为DN600。 投资估算1,714.59万元。

本次投资包含在2020年度投资计划总额内（年度投资方案于2020年4月22日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

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公司同日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输水管线的公告》（编号：临2020-045）。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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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输水管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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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项目名称：自来水公司遂宁市城区界福路DN800过涪江输水管线建设工程；自来水公司遂

宁市城区通善大桥DN600过涪江输水管线建设工程。

●项目总投资金额：3,841.90万元。

●本投资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0年10月16日，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9

名董事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输水管线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简称“自来水公司” ）依法决策后，以其自有资金3,

841.90万元投资建设遂宁市城区过涪江输水管线工程。

本投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投资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

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项目投资主体基本情况

1、注册情况

名称：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遂宁市小南街58号

法定代表人：阳志刚

注册资本：4,051万元

成立日期：1986年11月20日

经营范围：生产、供应：自来水。 销售：水暖管件、水暖管件零件、消防器材、净水剂；安装给排水管

线；管道维护；水表检验及修校；二次供水设施清洗、消毒；给水、排水工程设计、咨询；电力供应。

2、股权结构

本公司持有自来水公司100%股权。

3、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资产总额 39,140.41 41,207.93

负债总额 17,348.74 17,831.29

净资产 21,791.67 23,376.64

项目 2019年1-12月 2020年1-6月

营业收入 18,426.84 7,166.65

净利润 3,032.11 1,530.57

备注：上述2019年财务数据已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2020年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项目投资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

1、自来水公司遂宁市城区界福路DN800过涪江输水管线建设工程（以下简称“界福路输水管线工

程” ）。

2、自来水公司遂宁市城区通善大桥DN600过涪江输水管线建设工程（以下简称“通善大桥输水管

线工程” ）。

（二）项目建设地址、规模及内容

1、界福路输水管线工程。 从涪江西侧起点滨江北路、界福路已有接管点处，向东跨越涪江，至涪江

东侧已建观音湖湿地公园，长约1,549米，管径为DN800。

2、通善大桥输水管线工程。 从涪江西侧滨江南路、通善大桥上游120米已有接管点处，管道沿河堤

向北行进120米，向东跨越涪江，至通善大桥东侧预留接管点，长约1,554米，管径为DN600。

（三）项目总投资金额

项目总投资金额为3,841.90万元。 其中，界福路输水管线工程投资估算2,127.31万元；通善大桥输

水管线工程投资估算1,714.59万元。

（四）项目资金来源

全部为自来水公司的自有资金。

（五）项目建设期

预计3个月。

三、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投资有利于自来水公司提高供水能力和拓展供水市场，有利于公司增强整体竞争能力，符合

公司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投资有利于全资子公司优化城市供水管网布局，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市场，保障供水安全，提升

优质服务水平。 有利于公司提高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01

证券简称：明星电力 编号：临

2020-046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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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于2020年10月1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监事和相关

高级管理人员发出了召开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资料，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于2020年10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5名监事全部参加了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遂宁市明星自来水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输水管线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投资有利于全资子公司优化城市供水管网布局，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市场，保障供

水安全，增强公司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本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97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暨增持股份达到

1%

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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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2019年12月9日，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中

恒集团” 或“上市公司” ）披露了《中恒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71），公司控股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投集团” ）计划自2019年12月9日起

12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数量不低于公司总股本

的2%，不高于总股本的4.38%。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广投集团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

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进展情况：自2019年12月9日至2020年5月29日期间，广投集团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4,

751,166股， 累计增持金额11,060万元， 占公司总股本的1%， 该次增持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下限的

50%。

2020年6月1日至10月15日期间， 广投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4,751,

137股，累计增持金额为11,887万元，占公司总股本的1%。 截至10月15日收盘，广投集团对中恒集团股

份的增持累计已达2%，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的上限。

●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增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控股股东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26.52%增加至27.52%。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上市公司股价波动、证券市场发生变化、增持股份

所需资金未能到位等因素，导致无法完成增持计划的风险。

2020年10月15日晚间，公司收到控股股东广投集团《关于增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暨增持股份超过

1%的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名称：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增持主体已持有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广投集团持有中恒集团956,

349,712股股份，占中恒集团总股本的比例为27.52%。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巩固

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二）拟增持股份的种类：公司A股股份。

（三）拟增持股份的数量：不低于总股本的2%，不高于总股本的4.38%。

（四）拟增持股份的价格：本次增持未设置价格区间，广投集团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

本市场整体趋势，实施增持计划。

（五）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综合考虑本次增持的规模较大和证券市场的变化，广投集团拟定

增持实施期限为自2019年12月9日起的12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股票若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应当在股

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自有资金。

（七）拟增持的实施方式：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

三、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暨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2020年6月1日至10月15日期间， 广投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4,751,

137股，增持均价为3.41元/股，累计增持金额为11,887万元，占中恒集团总股本的1%。截至10月15日收

盘，广投集团对中恒集团股份的增持累计已达到本次增持计划的下限，未超过本次增持计划的上限。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基本信息

名称/姓名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09号广西投资大厦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6月1日至2020年10月15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 增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20年6月1日至

2020年10月15日

人民币普通股 34,751,137 1%

合 计 - - 34,751,137 1%

资金来源 本次增持股份所支付的资金总额为11,887万元，系广投集团自有资金。

截至2020年10月15日，广投集团共持有中恒集团股份956,349,7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52%。

备注：1.广投集团于2019年12月9日披露了《中恒集团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截至上述

权益报告书披露日，广投集团累计持有公司股份886,847,4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52%。

2. 公司于2020年6月2日披露了《中恒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暨增持股份达到

1%的提示性公告》，截至2020年6月2日，广投集团累计持有公司股份921,598,5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52%。

3.本次增持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

情况。

4.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

定情形。

四、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上市公司股价波动、证券市场发生变化，导致无法完成增持计划的风险；

（二）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无法完成增持计划的风险。

五、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控股股东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广投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921,598,575 26.52% 956,349,712 27.52%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921,598,575 26.52% 956,349,712 27.52%

备注：本次权益变动后，广投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六、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股份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本次

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本除权、除

息事项的，增持主体将根据股本变动，对增持计划进行相应调整并及时予以披露。

（三）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广投集团将继续合理安排资金，视市场情况在增持期限内履行

增持计划。

（四）广投集团承诺将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变

动的相关规定，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为控股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71）。 截至

目前，广投集团的增持累计已达到计划增持数量的下限，本次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六）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广投集团增持公司股份的

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17日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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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临

2020-62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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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2020年前三季度发电量完成情况

根据公司统计，2020年1-9月，公司完成合并口径发电量365.89亿千瓦时，同比上升0.55%，其中煤

电完成265.26亿千瓦时，同比下降0.02%，气电完成36.51亿千瓦时，同比下降15.72%，风电完成36.74亿

千瓦时，同比上升13.98%，光伏发电完成27.39亿千瓦时，同比上升18.88%；上网电量349.17亿千瓦时，

同比上升1.04%；上网电价均价（含税）0.50元/千瓦时，同比增加0.01元/千瓦时。

2020年1-9月，公司市场交易结算电量138.4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7.18%。 其中直供交易电量（双

边、平台竞价）115.02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23%；短期交易4.64亿千瓦时，同比下降50.05%；跨省区交

易电量和发电权交易（合同替代、转让）等21.77亿千瓦时，同比下降2.34%。

公司所属各电厂2020年1-9月发电量数据如下：

类型 公司/项目名称

发电量

（亿千瓦时）

上网电量

（亿千瓦时）

煤电

上海上电漕泾发电有限公司 69.1469 65.539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 54.9215 52.7632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 31.6619 29.9810

吴泾热电厂 14.0269 13.0120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1.7872 19.8511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1782 1.0077

国家电投集团协鑫滨海发电有限公司 71.8648 68.5948

盐城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0.6726 0.4607

气电

上海漕泾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26.2205 25.4325

马耳他D3发电有限公司 5.1839 5.0497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 2.3173 2.1715

罗泾燃机发电厂 0.7407 0.7216

哈密燃机 1.8281 1.5153

前滩分布式供能项目 0.2179 0.1554

风电

萧县协合风力发电 1.4532 1.4196

宿州协合风力发电 0.7812 0.7646

天长协合风力发电 0.4865 0.4776

烟台亿豪风力发电 0.5500 0.5373

山西浑源风力发电 1.3829 1.3625

青海格尔木风力发电 1.1760 1.1486

宁夏太阳山风力发电 0.7413 0.7253

江苏大丰海上风电 5.9968 5.8156

安徽东至风力发电 1.1766 1.1656

山东庆云风力发电 1.5073 1.4894

黑山风电 0.9459 0.9193

蒋家沙风电 1.2500 1.2210

平南风电 0.1430 0.1404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4.4458 4.3491

国家电投集团徐州贾汪新能源有限公司 1.0523 1.0270

国家电投集团东海新能源有限公司 0.5668 0.5547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海上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9.1362 8.9313

国家电投集团滨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6918 1.6609

国家电投集团响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2.2530 2.1842

江苏东台光伏发电 0.4849 0.4790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746 0.1728

宿迁协合光伏发电 0.0857 0.0850

江苏苏新光伏发电 0.0988 0.0977

江苏海安策兰光伏发电 0.2038 0.2013

嘉兴分布式光伏发电 0.0441 0.0432

内蒙古察右中旗光伏发电 0.5434 0.5403

新疆鄯善光伏发电 0.6488 0.6343

内蒙古赤峰翁牛特旗光伏发电 0.5432 0.5400

江苏盐城北龙港光伏发电 0.1349 0.1321

湖北麻城光伏发电 0.5206 0.5178

张北天宏光伏发电 0.2539 0.2527

海安光亚光伏发电 0.0847 0.0837

湖北宜城光伏发电 0.1948 0.1944

广西睿威光伏发电 0.4672 0.4617

日本大阪南港光伏发电 0.0238 0.0235

日本兵库三田光伏发电 0.0506 0.0500

日本茨城筑波光伏发电 0.3333 0.3292

淮沪电力有限公司田集光伏发电 0.0521 0.0510

秦皇岛宏伟光伏 0.2218 0.2120

秦皇岛冀电光伏 0.2189 0.2103

山东寿光光伏 0.2600 0.2582

山东德州光伏 0.2344 0.2323

贵州盘县光伏 0.5258 0.5188

湖州宏晖光伏 0.5661 0.5619

湖北随州光伏 0.0803 0.0782

山东海阳光伏 0.2291 0.2169

海安滨海光伏 0.0976 0.0958

海安金轩光伏 0.0536 0.0529

海安云星光伏 0.0612 0.0604

宿迁泗洪光伏 0.1418 0.1399

湖南涟源光伏 0.1572 0.1570

湖北孝感光伏 0.4001 0.3990

山东郓城光伏 0.2963 0.2950

漕泾移动式光伏 0.4747 0.4707

湖南华容一期 0.3977 0.3943

湖南华容二期 0.3984 0.3955

广西武鸣光伏 0.4871 0.4818

河南万邦光伏 0.5263 0.5247

湖北荆门光伏 0.2136 0.2123

湖北当阳光伏 0.7939 0.7920

海安升义光伏 0.0073 0.0071

海安天朗光伏 0.0093 0.0090

海安德宇光伏 0.0080 0.0078

马耳他马萨光伏 0.0016 0.0016

马耳他戈佐岛光伏 0.0036 0.0035

马耳他马萨南光伏 0.0123 0.0121

辽宁铁岭新晖光伏 0.2486 0.2471

辽宁铁岭轩诚光伏 0.1244 0.1236

辽宁铁岭旭晨光伏 0.2513 0.2495

辽宁铁岭华荣光伏 0.2513 0.2496

光伏发

电

广东肇庆光伏 0.0708 0.0699

海南屯昌光伏 0.6127 0.6048

河北尚义光伏 0.2975 0.2964

河北丰宁光伏 0.4151 0.4142

江苏宝应光伏 1.0196 1.0095

崇明学校光伏 0.0034 0.0015

湖南祁阳祁阳玉柏岭光伏电站 0.2016 0.1998

湖南祁阳豪冲光伏电站 0.2016 0.1998

湖南祁阳张家岭光伏电站 0.2016 0.1998

湖南湘阴光伏电站 0.4475 0.4449

湖南汨罗光伏电站 0.1543 0.1536

广西武宣光伏电站 0.1863 0.1792

广东封开光伏 0.2682 0.2170

贵州赫章光伏 0.2685 0.2171

云南红河光伏 0.3495 0.3427

云南巧家光伏 0.6962 0.6807

江苏沛县光伏发电 0.1172 0.1157

国家电投集团盐城大丰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2114 0.2114

中电投建湖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7281 0.7225

国家电投集团洪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3988 0.3985

国家电投集团常熟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1073 0.1072

国家电投集团涟水新能源有限公司 0.0808 0.0807

国家电投集团高邮新能源有限公司 0.2594 0.2578

苏州和旭智慧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0.0923 0.0922

国家电投集团泗洪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1.4422 1.4281

上海电力盐城楼王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0.0653 0.0640

浙江富阳等五个区域集中连片光伏电站 0.1214 0.1214

浙江杭州桐庐白云源光伏电站 0.0271 0.0271

浙江杭州桐庐高而基钢构光伏电站 0.0128 0.0128

浙江杭州桐庐杭万汽车部件光伏电站 0.0225 0.0225

浙江杭州桐庐中科赛思光伏电站 0.0140 0.0140

浙江杭州余杭博创机械光伏电站 0.0193 0.0193

浙江杭州余杭嘉美国际光伏电站 0.0261 0.0261

浙江杭州余杭美术地毯光伏电站 0.0088 0.0088

浙江杭州余杭光伏电站 0.0873 0.0873

浙江杭州富阳易世达光伏发电站 0.0436 0.0436

浙江湖州安吉澳宏容器光伏电站 0.0068 0.0068

浙江湖州安吉华菲光伏电站 0.0125 0.0125

浙江湖州安吉光伏电站 0.4255 0.4255

浙江绍兴上虞桑尼光伏电站 0.1093 0.1093

浙江省金华市兰棉一期光伏电站 0.1468 0.1468

浙江慈溪一期光伏电站 0.1767 0.1767

浙江杭州桐庐正久机械光伏电站 0.0073 0.0073

浙江杭州桑尼富阳光伏电站 0.0746 0.0746

浙江台州天台银轮光伏电站 0.0488 0.0488

浙江湖州德清远大光伏电站 0.0906 0.0906

浙江宁波象山光伏电站 0.1059 0.1059

浙江杭州桐庐天元机械光伏电站 0.0085 0.0085

浙江省衢州常山光伏电站 0.0876 0.0876

浙江衢州龙游光伏电站 0.0679 0.0679

浙江金华兰溪兰棉二期光伏电站 0.0622 0.0622

浙江省温州泰顺光伏电站 0.0817 0.0817

浙江金华桑尼光伏电站 0.0407 0.0407

浙江嘉兴等区域光伏电站 0.3103 0.3103

浙江省平湖新埭光伏电站 0.0286 0.0286

浙江省舟山金塘光伏电站 0.0195 0.0195

浙江浦江光伏电站 0.0951 0.0951

浙江绍兴柯桥光伏电站 0.0339 0.0339

浙江绍兴诸暨光伏电站 0.0082 0.0082

浙江台州三门光伏电站 0.1231 0.1231

浙江湖州安吉长虹光伏电站 0.0535 0.0535

浙江丽水松阳一期光伏电站 0.0566 0.0566

浙江宁波北仑一期光伏电站 0.2320 0.2320

浙江金华市金华山工业园区一期光伏电站 0.2520 0.2520

浙江省嘉兴海盐光伏电站 0.0142 0.0142

浙江杭州大江东光伏电站 0.0354 0.0354

浙江江山帷盛光伏电站 0.0553 0.0553

浙江永康宏伟光伏电站 0.0219 0.0219

浙江桑尼淳安光伏电站 0.0816 0.0816

浙江省衢州光伏电站 0.0457 0.0457

浙江三门汇普光伏电站 0.0182 0.0182

广西崇左龙州光伏电站 0.4475 0.4475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一期） 0.8403 0.8403

玉环晶科光伏电站（二期） 1.0335 1.0335

浙江衢州通恒光伏电站 0.0091 0.0091

浙江嵊泗洋山光伏电站 0.0025 0.0025

上海外高桥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外高桥电厂” ），江苏阚山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阚山电厂” ），浙江浙能长兴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燃机” ），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岛热电” ）另有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其中外高桥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44

万千瓦时，阚山电厂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296万千瓦时，长兴燃机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42万千瓦时，长

兴岛热电自发自用光伏发电量23万千瓦时。

二、2020年前三季度装机容量情况

2020年第三季度，公司新增控股装机容量27.7万千瓦。 其中：

江苏如东海上风电投产13.5万千瓦,广西平南风电投产6.095万千瓦，泗洪光伏二期投产6.85万千

瓦，广西崇左龙州光伏投产1.26万千瓦。

截至2020年9月底，公司控股装机容量为1629.30万千瓦，清洁能源占装机规模的47.66%，其中：煤

电852.80万千瓦、占比52.34%，气电239.82万千瓦、占比14.72%，风电249.69万千瓦、占比15.33%，光伏

发电286.99万千瓦、占比17.61%。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