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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七届一百一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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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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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五次会议于2020年11月25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完成。 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20年1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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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东化州良光镇15万千瓦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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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与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

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院）共同出资设立深能化州新能源有限公司（暂定名，具

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深能化州公司）投资建设广东化州良光镇15万千瓦农

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以下简称：化州项目）。

化州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61,243.34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2,249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

融资解决。 深能化州公司计划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12,249万元，其中南京控股公司拟按60%股权比例认

缴出资人民币7,349.40万元，广东院拟按40%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民币4,899.6万元。 公司拟为化州项目

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7,349.40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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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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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22.53773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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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控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261,261.50 1,085,681.98

负债总额 731,993.30 613,831.22

所有者权益 529,268.20 471,850.7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455,641.29 421,841.97

2020年1-9月（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91,964.10 114,720.38

利润总额 36,652.92 39,394.62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9,379.33 33,466.4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094.69 77,931.25

3.广东院的基本情况

注册日期：2001年11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455857967J。

法定代表人：黄志秋。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105,330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广州科学城天丰路1号。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测绘、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特种设备设计、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工程、建设项目

水资源论证、工程造价咨询、工程招标代理、对外承包工程（含承包境外电力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

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及

咨询（不含证券与期货）；工程技术与规划管理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环保设

备，电力设备；房屋、商铺、设备租赁；《南方能源建设》出版；能源技术研究；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售

电业务；应用软件开发、信息处理及存储支持服务；水的生产和供应；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公共设施管

理；工程检测；工程试验；工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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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查询相关网站，广东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广东院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218,074.49 1,011,824.39

负债总额 931,618.23 741,276.61

所有者权益 286,456.27 270,547.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86,456.27 270,547.78

2020年1-9月（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675,096.78 828,062.93

利润总额 18,915.07 35,033.9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6,183.03 29,909.2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45.15 51,280.59

4.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化州项目位于广东省化州市良光镇大山村， 日照充足， 光能资源丰富， 拟建设一座总装机容量为

150.066兆瓦的光伏发电站。 本项目已被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列为2020年光伏平价上网项目2020年

光伏平价上网项目。 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61,243.34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2,249万元，其余

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5.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有利于扩大新能源项目区域版图，增加公司清洁能源的比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战

略规划，具备较好的经济效益。

6.投资风险及控制措施

化州项目为农光互补发电项目，按政策要求需利用光伏板下土地进行农业种植。 公司将提前规划农

业种植方案，优化支架设计，确保项目所在地具备农业种植条件。

7.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南京控股公司与广东院在广东省化州市设立深能化州公司（暂定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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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9万元，其中南京控股公司按60%股权比例认缴出资人

民币7,349.40万元。

（2）同意深能化州公司（暂定名，具体名称以工商行政部门核准登记为准）投资建设化州项目，项目

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61,243.34万元，其中自有资金为人民币12,249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融资解决。

（3）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7,349.40万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保定电力收购深能保定热力有限公司49%股权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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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保定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电力）拟收购其控股子公司深能保定热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定热力）49%股权，股权收购价款为人民币13,151万元。收购后完成后，保定电力

持有保定热力100%股权。 公司拟为上述项目向保定电力增资人民币13,151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上述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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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保定电力与保定热力基本情况

（1）保定电力

成立时间：2015年2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7329731669D。

法定代表人：邵建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85,993.36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保定市满城区旭宁北街东侧。

经营范围：经营电力、热力、供冷及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发电、供电、供热和其他与电力、环保有关

项目的投资、开发、建设、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粉煤灰销售与综合利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100%股权。

保定电力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409,314.97 396,979.78

负债总额 319,952.47 316,655.73

所有者权益 89,362.50 80,324.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79,851.64 70,391.45

项目 2020年1-9月（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85,948.24 117,232.31

利润总额 9,039.69 -1,931.03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9,461.43 -1,141.5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108.00 48,512.23

（2）保定热力

成立时间：2016年8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05MA07UJAQ57。

法定代表人：马勇。

注册资本：人民币22,536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注册地址：保定市朝阳北大街1089号正誉绿谷底商S2-01号商铺。

经营范围：热力、供冷及附属产品生产、销售；供热设备、材料销售；供热设备租赁；供热设施运行、维

修；热力工程设计，施工安装；热力技术开发、咨询服务。

股东结构：保定电力持有51%股权,� 河北昊天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天能源）持有

49%股权。

权属情况：保定热力股权清晰，不存在诉讼、仲裁事项或其他争议，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

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保定热力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70,078.86 65,489.20

负债总额 50,668.94 45,218.58

应收账款总额 1,389.17 105.9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所有者权益 19,409.92 20,270.62

项目 2020年1-9月（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7,617.67 6,755.93

营业利润 -860.70 -1,611.18

净利润 -860.70 -1,61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28.48 6,625.88

经查询相关网站，保定热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昊天能源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1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925564879428P。

法定代表人：张猛。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盐山县平安大街西侧,凤凰路南侧。

经营范围：热力、热电、新能源及管道工程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对电力工程投资管理咨询与服务，

项目投资与策划，企业管理咨询，战略策划，销售五金工具、机电设备、建材、管道；城镇供热新技术新装备

研发制造、提供相关技术咨询服务；燃气管网项目建设投资运营及城镇燃气销售。

股东结构：张猛持有80%股权，张建兴持有15%股权，王凯持有5%股权。

转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相关网站，昊天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收购股权情况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保

定热力总资产为人民币65,530.30万元， 总负债为人民币45,485.74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20,044.56万

元。 经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2020年6月30日，总资

产评估值为人民币68,763.42万元， 总负债评估值为人民币41,816.85万元， 净资产评估值为人民币26,

946.57万元。

经协商，保定电力以人民币13,151元收购保定热力49%股权。收购完成后，保定电力将持有保定热力

100%股权。

5.项目投资情况

公司董事会七届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保定电力与昊天能源合资成立保定热力，投资建设深能保定

西北郊热电厂一期2×35万千瓦超临界燃煤机组项目集中供热工程。 项目总投资为人民币112,536.79万

元。目前，保定热力已建成主要热水管网（DN500及以上）单线总长44.55千米，已建成蒸汽管网总长5.8千

米，投产以来居民总供热量366.52万吉焦。 2019年12月，工业蒸汽主管网和南段管网建成并实现供汽，月

供汽量2万吨。

6.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收购将有利于公司提升保定供热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拓展当地业务市场，符合公司战略发

展规划。

7.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保定电力收购保定热力49%股权，股权收购价款为人民币13,151万元，收购后持有保定热

力100%股权。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保定电力增资人民币13,151万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详见《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

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55〉），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

1.同意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承接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对深能环保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

子公司的融资担保，担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2,983.13万元。

2.同意深能环保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所属全资子公司北海市一净城环保服务有限公司、辽阳净洁环

卫服务有限公司、丹东一净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赫章一净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成都市锦净环卫服务有

限公司、西安锦净环卫服务有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800万元。

3.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关于召开2020年第五次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编号：2020-0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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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一十五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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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

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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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对平台公司的投资决策权授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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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

公司）以战略投资人身份出资人民币1.93亿元收购深能环保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杭州锦江集团

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锦江集团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发展）55%股权。 收购后，环保公司

拟承接环保发展原股东杭州锦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江集团）对环保发展及其所属子公司的融

资担保，担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2,983.13万元；环保发展为所属6家全资子公司拟新增担保额度本金不

超过人民币1,800万元；环保发展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人民币30,197.43万元，由环保发展继

续履行。

环保公司承接锦江集团对环保发展及其所属子公司的融资担保和环保发展为所属6家全资子公司拟

新增担保事项已经2020年11月25日召开完成的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环保公司

成立日期：1997年7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279365110C。

注册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时代金融中心大厦13层。

法定代表人：李倬舸。

注册资本：人民币386,992.72万元。

股权结构：公司占98.8%股权,�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占1.2%股权。

主营业务：一般经营项目：环保项目工程的投资、设计咨询、建设施工、运营管理；环保技术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及相关培训服务；环保配套设备部件产品的研发和购销；物业管理；从

事信息技术咨询；会议展览策划；会务服务；在合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上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物业

租赁；展厅展览服务；仓储管理；室内综合体育场所服务、室内专项体育场所服务以及全民健身活动中心；

体育用品及运动服装的零售；动漫相关衍生产品的设计及推广销售；文化活动策划。 （法律、行政法规、国

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许可经营项目：从事城市固体废弃物

（包括生活商业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工业、医疗等危险固体废物以及电子废弃物的收集、中转、

运输和无害化处理；固体废物（垃圾、污泥、生物质以及工业、医疗等危险固体废物）焚烧发电、供汽、供

热、供冷；可再生能源的回收利用、分拣整理；废水、废气、固废、噪声治理、综合利用及检测、监测服务；经

营旅行社业务；环保配套设备部件产品的制造集成。生物质燃料加工，生产及销售；快餐服务；饮料及冷饮

服务，包括咖啡馆服务；小吃服务。

环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

（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2,233,689.38 1,749,426.99

负债总额 1,693,935.70 1,327,421.36

所有者权益 539,753.68 422,005.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9,933.66 418,095.87

2020年1-8月（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139,713.01 121,447.49

利润总额 41,603.83 22,391.9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9,881.81 19,650.6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321.96 50,881.14

（二）环保发展

成立日期：2016年8月1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5MA27YFRU0H。

注册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湖墅南路111号2101室-6。

法定代表人：何绍儒。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公司占55%股权,� 瀚宇（沈阳）环境卫生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宇环境）占

45%股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环保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再生资源加工；生活垃圾

处理装备制造；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建筑物清洁服务；家政服务；打捞服务；水污染治理；专业保洁、清

洗、消毒服务；环境卫生公共设施安装服务；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备销售；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

工程管理服务；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合同能源管理；市政设施

管理；物业管理；农村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农业园艺服务；农林牧渔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会议及展览服

务；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双创服务平台；智能机器人的研发；

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企业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

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各类工程建设活动；建设工程设计；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餐厨垃圾处理；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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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环保发展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83,882.35 66,530.63

负债总额 69,808.40 58,602.57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16,501.49 11,048.77

（2）流动负债总额 49,469.89 39,953.07

股东权益 14,073.95 7,928.0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46,445.63 54,975.38

利润总额 5,678.52 943.41

净利润 5,678.27 928.7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738.27 1,771.79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环保发展（见上述二（二））

环保发展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55%股权，公司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深

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 公司与环保发展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二）孝义一净城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孝义一净城）

成立日期：2018年2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1181MA0JXP0Y0X。

注册地点：山西省吕梁孝义市中阳楼街道胜溪街与永安路交叉口向西150米锦江环卫。

法定代表人：刘平。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发展占100%股权。

主营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外墙清洗（高空作业除外）；保洁服务；河道

保洁；家政服务；普通货运；公厕保洁；管道疏通；消杀服务；除四害服务；机械设备的销售、维修、维护、租

赁；智能环卫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施工；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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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义一净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2,020.83 13,020.63

负债总额 6,549.91 7,756.95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2,750.00 3,000.00

（2）流动负债总额 1,664.34 2,514.69

股东权益 5,470.92 5,263.6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4,648.95 6,784.31

利润总额 207.24 31.99

净利润 207.24 189.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37.95 953.44

孝义一净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环保发展持有孝义一净城100%股权。 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55%股

权，公司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 公司与孝义一净城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

（三）东方市一净城环卫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市一净城）

成立日期：2018年4月2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9007MA5T43DK9Y。

注册地点：海南省东方市八所镇居龙村龙西路东一巷3-3号。

法定代表人：贾大为。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发展占70%股权，东方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占30%股权。

主营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外墙清洗；保洁服务；河道保洁；家政服务；普

通货运；公厕保洁；管道疏通；消杀服务；除四害服务；机械设备的销售、维修、维护、租赁；智能环卫系统的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服务。 （一般经

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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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东方市一净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6,379.77 7,205.64

负债总额 5,499.02 6,551.22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1,713.76 1,986.00

（2）流动负债总额 3,785.26 4,565.22

股东权益 880.75 654.43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4,617.60 8,957.23

利润总额 226.32 -2,079.76

净利润 226.32 -2,079.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64.12 -2,681.26

东方市一净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环保发展持有东方一净城70%股权。 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55%

股权，公司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 公司与东方一净城不存在

其他关联关系。

（四）兰溪一净城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溪一净城）

成立日期：2018年2月1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1MA29RP0M43。

注册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兰溪市兰江街道丹溪大道38号。

法定代表人：施国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1,300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发展占100%股权。

主营业务：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理服务；外墙清洗；保洁服务；家政服务；普通货物运输；

管道疏通；消杀服务；除四害服务；机械设备的销售、维修、租赁；智能环卫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环

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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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溪一净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6,033.31 5,694.43

负债总额 4,079.07 4,130.73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2,935.84 3,012.77

（2）流动负债总额 1,491.84 1,466.58

股东权益 1,954.25 1,563.7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4,177.65 5,774.86

利润总额 390.55 318.47

净利润 390.55 221.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92.56 -2,544.79

兰溪一净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环保发展持有兰溪一净城100%股权。 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55%股

权，公司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 公司与兰溪一净城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

（五）北海市一净城环保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海市一净城）

成立日期：2018年 11月 2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500MA5NH9PA5Q。

注册地点：广西北海市银海区江苏路贵南综合城A36号商铺。

法定代表人：姜宏。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1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发展占100%股权。

主营业务：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的设计，施工，城市垃圾清运服务，城市垃圾处理

服务，建筑外墙清洗服务，建筑物管道疏通服务，河道整治工程，保洁服务，家政服务，物业服务，消毒服

务，害虫防治服务，灭鼠及预防服务，机械设备的销售、维修、租赁，货物道路运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再

生资源的回收，合同能源管理，市政设施管理，生态农业技术、智能环卫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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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海市一净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5,191.39 4,705.05

负债总额 2,976.62 2,920.15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 -

（2）流动负债总额 2,439.55 2,329.57

股东权益 2,214.78 1,784.8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3,884.20 4,810.28

利润总额 429.88 817.82

净利润 429.88 595.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9.84 1,855.25

北海市一净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环保发展持有北海市一净城100%股权。 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

55%股权，公司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 公司与北海市一净城

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六）辽阳净洁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阳净洁）

成立日期：2018年10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021MA0Y8YME9P。

注册地点：辽宁省辽阳市辽阳县首山镇人民街26-10栋28号。

法定代表人：陶辉。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发展占100%股权。

主营业务：环境卫生管理；市政设施管理；城乡市容管理；绿化管理；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服务；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推广服务；家庭服务；清洁服务；建筑物清洁服务；办公室保洁服务、办公设备专业

清洁服务；生活清洁、消毒服务；灭鼠及预防服务；害虫防治服务；机械设备、五金产品以及电子产品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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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阳净洁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2,335.79 2,655.90

负债总额 1,009.88 1,488.86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200.00 -

（2）流动负债总额 823.92 1,353.21

股东权益 1,325.92 1,167.04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1,151.28 1,623.91

利润总额 158.88 205.90

净利润 158.88 153.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0.34 -223.39

辽阳净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环保发展持有辽阳净洁100%股权。 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55%股权，公司

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 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 公司与辽阳净洁不存在其他关联关

系。

（七）丹东一净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东一净城）

成立日期：2017年9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600MA0UHBU675。

注册地点：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金山村三组。

法定代表人：赵兴弟。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发展占100%股权。

主营业务：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保洁服务；消毒服务；家政服务；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管道疏通；机械设备的销售、维修、维护、租赁；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公用工程设计。

丹东一净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559.92 1,342.36

负债总额 269.29 173.68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150 -

（2）流动负债总额 103.88 123.27

股东权益 1,290.63 1,168.6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724.53 1,020.83

利润总额 121.94 127.40

净利润 121.94 125.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08 91.35

丹东一净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环保发展持有丹东一净城100%股权。 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55%股

权，公司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 公司与丹东一净城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

（八）赫章一净城清洁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赫章一净城）

成立日期：2018年2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527MA6GT14F1N。

注册地点：赫章县野马川镇悦和街。

法定代表人：邓朝世。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发展占100%股权。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

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

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外墙清洗；保洁服务；河道保洁；家政

服务；普通货运；公厕保洁；管道疏通；消杀服务；除四害服务；机械设备的销售、维修、租赁；智能环卫系统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施工；货物及技术进出品“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分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合同” 。 )

赫章一净城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300.28 1,201.69

负债总额 49.58 91.29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30.00 -

（2）流动负债总额 42.13 83.84

股东权益 1,250.71 1,110.40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269.92 391.36

利润总额 140.30 76.35

净利润 140.30 77.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4.65 -0.65

赫章一净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环保发展持有赫章一净城100%股权。 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55%股

权，公司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 公司与赫章一净城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

（九）成都市锦净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锦净）

成立日期：2019年5月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83MA69UEKT28。

注册地点：邛崃市冉义镇义渡社区金马街145号。

法定代表人：尤莉。

注册资本：人民币50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发展占100%股权。

主营业务：城市道路和生活垃圾清运；外墙清洗；保洁服务；河道清洁；家政服务；普通货物运输；管道

疏通；智能环卫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成果转让；机械设备的销售及租赁；园林绿化工程，市政工程；

企业管理服务（不含投资与资产管理）；合同能源管理；市政设施管理；物业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展开经营活动）。

成都锦净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35.14 147.28

负债总额 94.80 141.12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20.00 -

（2）流动负债总额 94.52 140.84

股东权益 40.34 6.16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项目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98.69 140.53

利润总额 -15.82 6.57

净利润 -15.82 6.1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66 -62.30

成都锦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环保发展持有成都锦净100%股权。 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55%股权，

公司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公司与成都锦净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十）西安锦净环卫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锦净）

成立日期：2017年10月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MA6U8NK09L。

注册地点：西安市高新区丈八五路41号高科尚都·摩卡4号楼12101。

法定代表人：李鹏。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股权结构：环保发展占100%股权。

主营业务：城市生活垃圾清扫、收集、运输、处置；外墙清洗；保洁服务；家政服务（不含病床陪护）；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管道疏通；病虫害的防治；机械设备的销售、维修、维护、租赁；智能环卫系统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环保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绿化养护工程、市政工程的设计，施工；物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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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锦净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年8月31日（未审计）

2019年12月31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1,071.07 999.10

负债总额 62.44 46.82

其中：

（1）银行贷款总额

34.00 -

（2）流动负债总额 62.44 -

股东权益 1,008.63 952.2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2020年1-8月

（未审计）

2019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254.57 659.20

利润总额 56.60 193.83

净利润 56.35 194.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43 -162.17

西安锦净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环保发展持有西安锦净100%股权。 环保公司持有环保发展55%股权，

公司持有环保公司98.8047%股权，深圳市国资委持有公司47.82%股权。公司与西安锦净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环保公司拟承接锦江集团担保义务的情况

根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环保公司收购杭州锦江集团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之补充专

项尽职调查报告》， 涉及锦江集团提供担保的金额共计人民币12,983.13万元 （部分按最高限额合同金

额）。 该部分担保拟由环保公司予以承接，瀚宇环境已同意按其持股比例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担保风险总

体可控。 具体如下：

1.环保发展

（1）担保金额：人民币400万元。

（2）担保范围：为环保发展对西门子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保理业务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包括

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

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按承接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履行。 自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保证债务履行期

届满之日起3年。

2.环保发展（农安项目）

长安保证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担保）受托为环保发展农安项目向中国建设银行深圳福田

支行申请出具《履约保函》，并向银行提供反担保。 锦江集团为上述保函业务向长安担保出具《企业反担

保保证书》。

（1）担保金额：人民币563.20万元。

（2）担保范围：反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

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按承接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履行。自本反担保书签发之日起，至保证责任解

除和其它责任解除之日或保证责任及其他责任得到清偿之日止。

3.环保发展（阳泉项目）

深圳市华商工程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商担保）受托为环保发展阳泉项目向中国建设银行深

圳福田支行申请出具《履约保函》，并向银行提供反担保。 锦江集团为上述保函业务向华商担保出具《反

担保书》。

（1）担保金额：人民币169.93万元。

（2）担保范围：反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

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按承接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履行。 自保函出具之日起至因承担担保责任而

履行相关支付义务之日起2年。

4.孝义一净城

（1）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万元。

（2）担保范围：为孝义一净城2018年12月20日至2024年1月31日期间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

相关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按承接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履行。 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2年。

5.东方市一净城

（1）担保金额：人民币3,300万元。

（2）担保范围：为东方市一净城与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支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所发生

的主合同债务提供保证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按承接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履行。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2

年。

东方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东方市一净城30%股权，根据东方市一净城的章程约定，东方市

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不参与东方市一净城的分红，不负责融资事宜，不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东方市一

净城整体经营趋势向好,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6.兰溪一净城

（1）担保金额：人民币4,550万元。

（2）担保范围：为兰溪一净城与嘉兴银行金华分行2019年3月29日至2022年3月28日发生的债权提

供最高额保证，包括但不限于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

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3）保证期间：按承接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履行。 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每一具

体业务合同项下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7.环保发展（兰溪项目）

深圳市正泓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泓担保）受托为环保发展兰溪项目向中国建设银行深

圳福田支行申请出具《履约保函》，并向银行提供反担保。 锦江集团为上述保函业务向正泓担保出具《企

业反担保保证书》。

（1）担保金额：人民币1,000万元。

（2）担保范围：反担保包括《提供担保协议书》项下保函被保证人应承担的保函金额的本金、利息、

罚息、补偿金、违约金、赔偿金以及正泓担保为实现本反担保保证书所载明的权利而支付的全部费用。

（3）保证期间：按承接的担保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限履行。自本反担保保证书签发之日起，至保函被

保证人履行完毕合同义务而解除之日或保证责任及其他责任得到清偿之日止。

（二）环保发展拟新增担保情况

由于环保发展下属全资子公司项目发展需要， 预计将新增融资担保额度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800万

元。环保发展参股股东瀚宇环境已同意按其持股比例向环保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1.北海市一净城

（1）担保金额：人民币1,300万元。

（2）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

的相关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律师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

（3）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被担保的主债权履行期届满之后3年止。如主债务为分期清偿

的，保证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后3年止。

2.辽阳净洁

（1）担保金额：人民币200万元。

（2）担保范围：在主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间内主合同项下每笔借款合同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约定的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以及被保证人应当向债权人交纳的评审费、担保费、罚息、债权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3）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3.丹东一净城

（1）担保金额：人民币150万元。

（2）担保范围：在主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间内主合同项下每笔借款合同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约定的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以及被保证人应当向债权人交纳的评审费、担保费、罚息、债权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3）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4.赫章一净城

（1）担保金额：人民币50万元。

（2）担保范围：在主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间内主合同项下每笔借款合同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约定的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以及被保证人应当向债权人交纳的评审费、担保费、罚息、债权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3）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5.成都锦净

（1）担保金额：人民币20万元。

（2）担保范围：在主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间内主合同项下每笔借款合同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约定的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以及被保证人应当向债权人交纳的评审费、担保费、罚息、债权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3）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6.西安锦净

（1）担保金额：人民币80万元。

（2）担保范围：在主合同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最高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间内主合同项下每笔借款合同

或其他形成债权债务所签订的法律性文件约定的全部主债权、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

以及被保证人应当向债权人交纳的评审费、担保费、罚息、债权人实现上述债权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公证费、仲裁费、律师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等）。

（3）保证期间：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2年。

五、董事会意见

为加快公司在全国范围固废处理产业的布局，发挥规模效应及产业链优势，扩大市场份额，环保公司

以战略投资人身份出资收购环保发展55%股权。 收购完成后，环保发展原股东锦江集团退出，需由环保公

司承接并解除原股东担保责任；收购前环保发展已作为保证人对收购范围内的子公司的担保责任也需继

续履行；环保发展下属全资子公司由于项目持续发展，新增人民币1,800万元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均是必

要的。

根据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55%股权的可研报告测算， 环保发展资产质量及所处行业前景良好，具

有盈利和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环保公司承接锦江集团对环保发展及其所属子公司的融资担保，担保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12,983.13万元。

（二）同意环保发展为所属全资子公司北海市一净城、辽阳净洁、丹东一净城、赫章一净城、成都锦

净、西安锦净新增担保额度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800万元。

（三）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6月30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目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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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0,021.42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 2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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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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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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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一百一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0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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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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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1日上午9:15-9:

25，9: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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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11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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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7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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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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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河源电力银团融资出具《承诺函（流动性支持函）》的议案。

提案2：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1已经2020年10月27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四会议审议

通过。 详见2020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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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河源电力银团融资出具〈承诺函 (流动性支持

函）〉 的公告》。 提案2已经2020年11月25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

2020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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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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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河源电力银团融资出具《承诺函（流动性支持函）》的议案 √

2.00 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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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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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七届一百一十五次会议关于召开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决议。

2．2020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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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河源电力银团融资出具〈承诺函(流动性支持函）〉

的公告》。

3.� 2020年11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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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公告》。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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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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河源电力银团融资出具《承诺函（流动性支持函）》的议案

2.00 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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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1日的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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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1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0年12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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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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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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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河源电力银团融资出具《承诺函（流动性支持函）》的议案

2.00 关于环保公司收购环保发展相关担保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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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