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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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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本公司办公地国电大厦２９楼
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１２月３日前以专人送达或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９人，实到８人，公司董事长张玉新因事未能出席
会议，书面委托副董事长沈冶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会议由副董事长沈冶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举手投票表决，做出了以下决议：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出
席会议的３名关联董事沈冶、王眉林、赵虎回避了表决，出席董事会的５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７９号《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日常关联交易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预计公告》。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由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持有本公司３７．３９％）控股的企业，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有关规定，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出席会议的３名关联董事沈冶、王眉林、赵虎回
避了表决，出席董事会的５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０号《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存、贷款关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关于２０１４年公司出租物业和财产保险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出
席会议的３名关联董事沈冶、王眉林、赵虎回避了表决，出席董事会的５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１号《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出租物业和
财产保险的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预计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４．审议通过了《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出
席会议的３名关联董事沈冶、王眉林、赵虎回避了表决，出席董事会的５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２号《
关于拟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
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于改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２０１３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５．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４号《
关于变更公司审计机构的公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告》。
关于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公司＃１２机组脱硫提效改造工程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审议通过了《
持有本公司３７．３９％）间接控股的企业，根据《
深圳证券交
由于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该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出席会议的３名关联董事
沈冶、王眉林、赵虎回避了表决，出席董事会的５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３号《
关于控股子公司脱硫提效改造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７．审议通过了《
会议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
星期五） 下午２：４５在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国电大厦５楼会议室召开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４号《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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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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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上午在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本公司办公地国电大厦２９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日以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３名，实到３名。 会议由刘兴华主持。 本次监事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７９号《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公告》。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度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２． 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 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０号《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存、贷款关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关于２０１４年公司出租物业和财产保险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１号《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出租物业和
财产保险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预计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４． 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２号《
关于拟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于改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２０１３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５． 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４号《
关于变更公司审计机构的公
告》。
关于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公司＃１２机组脱硫提效改造工程关联交易的议案》
６． 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 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２０１３－０８３号《
关于控股子公司脱硫提效改造
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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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经公司于2013年12月1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
开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2013年12月27日召开公司201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召开时间：
星期五）下午2：45召开；
（
1）现场会议：2013年12月27日（
（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3年12月26日下午3：00～2013年12月27日下午3：00；
（
3）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3年1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
星期二）。
4）催告公告日期：2013年12月24日（
5.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或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
1）截至2013年12月23日(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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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上述本公司
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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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代理人出席股
东大会，应按本通知第六条规定的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并在会前提交公司。
（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地点：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13号国电大厦5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3-079号《
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公告》。
2. 关于公司2014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3-080号《
关于公司2014年度存、贷款关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在《
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3. 关于2014年公司出租物业和财产保险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3-081号《
关于公司2014年度出租物业和
财产保险的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4. 关于公司2014年度预计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3-082号《
关于拟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
的关联交易的公告》。
5. 关于改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在《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3-084号《
关于变更公司审计机构的公
告》。
6. 关于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公司#12机组脱硫提效改造工程关联交易的议案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2013-083号《
关于控股子公司脱硫提效改造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3年12月11日在《
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持单位证明、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登记日证券商出具的股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星期二）上午8：30至11：30，下午2：30至5：30，到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13号国电大厦
3.拟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请于2013年12月24日（
2911室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操作流程
1.投票代码：360966；
2.投票简称：长源投票；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12月27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4.在投票当日，"长源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5.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1）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
2，依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
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表1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总议案
议案 １
议案 ２
议案 ３
议案 ４
议案 ５
议案 ６

议案名称
所有议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公司出租物业和财产保险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改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１２ 机组脱硫提效改造工程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价格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
３．００
４．００
５．００
６．００

（
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股代表同意，２股代表反对，３股代表弃权。
３）在“
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２ 表决意见对应“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股
２股
３股

（
总议案”进行投票。
４）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
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
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
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３：００ 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３ 年１２月２６日（
当日）下午３：００。
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深交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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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
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
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113号国电大厦（
邮编：430066）。 联系电话：027-88717136、88717137 传真：027-88717134，联
系人：张明清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与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公司（
个人）出席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
表所示进行表决。
议 案 名 称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同意

表 决 结 果
反对

弃权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公司出租物业和财产保险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于改聘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关于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１２ 机组脱硫提效改造工程关联交易的议案

注：请在表决结果的“
同意”、“
反对”、“
弃权”项下，用“
（
”标明表决结果。同一议案只能标明一处表决结果，或“
同意”或“
反对”或“
弃权”，
都未标明的视为弃权，标明了两处或三处的视为无效，计入无效票数。 关联股东对议案１、２、３、４、６回避表决。
委托人（
签名／盖章）：
委托人有效期限：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重新打印均有效。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７９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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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此项
议案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公告涉及的２０１３年度关联交易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实际数据以２０１３年审计数据为准。
以下单位简称：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国电”
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持股１００％）以下简称“
国电湖北公司”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持股１００％）以下简称“
国电物资”
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
国电湖北公司持股１００％）以下简称“
青山热电”
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中国国电持股１００％）以下简称“
电科院”
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中国国电持股１００％）以下简称“
新能源院”
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湖北公司持股１００％）以下简称“
汉川发电”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０６

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持股６９．１５％）以下简称“
长源一发”
国电长源（
河南）煤业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７５％）以下简称“
河南煤业”
国电长源河南能源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５５％）以下简称“
河南能源”
湖北汉新发电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５５％）以下简称“
汉新公司”
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本公司持股１００％）以下简称“
汉川一发”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持股１００％）以下简称“
国电燃料”
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间接持股５１％）以下简称“
民权发电”
国电驻马店热电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间接持股８８％）以下简称“
驻马店热电”
国电荥阳煤电一体化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间接持股８０％）以下简称“
荥阳煤电”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４年，公司预计在大宗材料等物资采购、采购煤炭、煤炭等商品销售、代发电量、接受劳务、租赁土地等方面与中国国电及其下属的
国电物资、国电燃料、国电湖北公司及其所属公司、电科院、新能源院等关联法人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不超过２５６，７００万元。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参与会议的３名关联董事沈冶、王眉林、赵虎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
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２０１３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额５９．０８亿元，全年初步统计发生金额为１７．１２亿元。 具体定价原则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９日，８月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公告
２０１３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２０１３年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重新预计的公告》（
编号：２０１３－００７；２０１３－０４９）。
公司２０１３年主要关联交易价格区间如下：
关联交易类别
采购煤炭
销售煤炭
转移电量
接受劳务

关联交易内容
煤 炭 （入 厂 标 煤 单 价 ）
煤 炭 （销 售 标 煤 单 价 ）
转 移 上 网 电 量 （不 含 税 ）
燃料管理费

单位
元／吨
元／吨
元 ／ 千千瓦时
元／吨

价格

４５０－７５０
５６５．０６
１２８．５１
０．８－１

（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１．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
预计２０１４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委托国电物资集团及其下属的国电物流、国电经贸以招标方式采购大宗材料等货物，长源一发向青山
热电采购物资，合计不超过２．５亿元。
２．采购煤炭的关联交易
预计２０１４年，长源一发以青山热电名义采购发电所需煤炭不超过６．５亿元，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国电燃料公及其下属的国电武汉燃料、
国电陕西燃料、国电河南燃料采购电煤不超过６亿元，共计１２．５亿元。
３．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预计２０１４年，河南煤业、河南能源向青山热电、汉川发电、民权发电、荥阳煤电、驻马店热电等国电下属单位销售煤炭不超过６．５亿元，汉
新公司和汉川一发向汉川发电销售煤炭不超过１．７亿元。 汉新公司和汉川一发向汉川发电销售商品不超过５０００万元．销售商品的关联交易
合计不超过８．７亿元。
４．转移电量的关联交易
预计２０１４年，长源一发转移电量到青山热电代发，关联交易金额５７５５万元，荆门电厂转移电量到国电汉川代发，关联交易金额１４５９１万
元，合计转移电量的关联交易不超过２１，０００万元。
５．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
预计２０１４年，公司所属火电厂向国电燃料支付中介服务费约７００万元，接受电科院和新能源院的技术支持，支付服务费共计８００万元。
合计接受劳务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１，５００万元。
６．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
预计２０１４年，公司继续受托管理国电湖北公司资产，中国国电将向本公司支付不超过１，１００万元管理费用。
７．租赁土地的关联交易
预计２０１４年，公司将继续租赁中国国电拥有的国电长源荆门热电厂生产经营用相关土地，租赁费为７８．５万元。
综上所述，２０１４年度，预计公司将发生日常性关联交易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大宗材料等物资采购
采购煤炭
销售煤炭等商品
转移电量
接受劳务
提供劳务
租赁土地
合计

关联方
国电物资集团、国电物流、国电经贸、青山热电
国 电 燃 料 、国 电 武 汉 燃 料 、 国 电 陕 西 燃 料 、 国 电
河南燃料、青山热电等
青 山 热 电 、汉 川 发 电 、民 权 发 电 、荥 阳 煤 电 、驻 马
店热电
国电汉川、青山热电
国电燃料、电科院、新能源院
中国国电、国电汉川、中国国电下属在汉单位
中国国电

２０１４ 年预估金额
２０１３ 年初步统计数据
≤２１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１２５ ，０００

７０ ，０００

≤８７ ，０００

３５ ，０００

≤２１ ，０００
≤１ ，５００
≤１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５６ ，７００

３ ，８５５
１ ，４４１
１ ，１００
７８．５
１３１ ，４７５

注：以上２０１３年关联交易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实际数据以２０１３年审计数据为准。
（
三）２０１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为１７．１２亿元。
二、主要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
一）基本情况
１．中国国电
名称：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注册资本：１２０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７６
主营业务：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
热力）的生产、销售；煤炭、发电设施、新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
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等。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
２．国电物资集团及其所属公司
（
１）国电物资集团
名称：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中兴路１０号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韩方运
注册资本：人民币４．５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３７８９３
主营业务：机械电子设备、成套电力设备的销售、电力设备、设施和工程设备的成套服务；电力、交通、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利用
等。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１００％
（
２）国电物流
名称：国电物资集团物流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中兴路１０号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韩方运
注册资本：人民币５千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７１０８８５
主营业务：电力物资的仓储、货运代理、包装、配送；销售机械电子设备、成套电子设备、备品配件及材料、电子和能源高科技产品；电力
设备、材料和工程设备的技术等。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物资集团１００％
（
３）国电经贸
名称：国电国际经贸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中兴路１０号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姚建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５千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５５８３２４
主营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物资集团５５％，国电诚信３５％。
３．国电燃料公司及其所属公司
（
１）国电燃料
名称：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中兴路１０号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孟廷荣
注册资本：人民币２０３４８３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８８５
主营业务：煤炭销售、火力发电、发电燃料、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等。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１００％
（
２）国电武汉燃料
名称：国电武汉燃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国电大厦
主要办公地：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国电大厦
法定代表人：石玉海
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６，４３８．３５６２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６５６９９
主营业务：燃料油销售、仓储服务；煤炭批发经营；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等。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公司８０％
（
３）国电陕西燃料
名称：国电陕西燃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注册地：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４８号火炬大厦
主要办公地：西安市高新区高新路４８号火炬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圣集
注册资本：人民币３千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６１０１３１１００００８１８５
主营业务：发电燃料、重油的加工、销售、仓储；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电力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应用、推广等。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公司１００％
（
４）国电河南燃料
名称：国电河南燃料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郑州市金水区经三路１５号广汇国贸大厦
主要办公地：郑州市金水区经二路２号院４号楼２３０４号
法定代表人：万昌发
注册资本：人民币３千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２４５０２
主营业务：煤炭零售；电力能源高新技术产品的应用、推广以及信息咨询。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燃料公司１００％
４．青山热电
名称：国电青山热电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苏家湾
主要办公地：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苏家湾
法定代表人：席强国
注册资本：人民币２．４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８３０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力设备安装、检修及调试、电力资源综合利用，环保及高新技术开发；煤炭批发经营。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湖北公司１００％
５、国电湖北公司
名称：国电湖北电力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注册地：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国电大厦
主要办公地：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１１３号国电大厦
法定代表人：刘兴华
注册资本：１５．８８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２０１１１０００２２１２８４
主营业务：从事电源、热源、热网、水资源、铁路、新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电力、热力的综合利用；通信（
不含无线发射设
备）、信息、环保、电力科学研究及电力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电力成套设备采购、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须经审批后
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集团公司１００％
６、汉川发电
名称：国电汉川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汉川市经济开发区
主要办公地：汉川市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张玉新
注册资本：５７６５０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２０９８４２１００１４２７８
主营业务：电力项目建设与经营：电能生产和销售；电厂废气物综合利用；电力技术咨询、服务。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湖北公司１００％
７．电科院
名称：国电科学技术研究院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南京市栖霞区文枢东路１号
主要办公地：南京市栖霞区文枢东路１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８，５００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３２０１０００００１４３２２４
主营业务：电力系统的生产；电力系统设备及相关工程的安全咨询、实验、评价及相关技术服务；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推广和应用；
相关技术路线、标准的研究及服务。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１００％
８．新能源院
名称：国电新能源技术研究院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东流顺沙路２４５号（
未来科技城）
未来科技城）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镇东流顺沙路２４５号（
法定代表人：徐凤刚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１０１１４０１３０７９５３１
主营业务：新能源应用技术培训；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资讯；技术服务；经济信息咨询（
不含中介服务）；技术进出口。
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１００％
９．民权发电
名称：国电民权发电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河南省民权县
主要办公地：河南省民权县
法定代表人：朱国庆
注册资本：９１２００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１１４２１１０００００２３８
主营业务：经营电力、热力，粉煤灰综合产品的生产和加工销售，电力工程设备的安装检修、维护和调试，货物运输等。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河南电力有限公司５１％
１０．国电驻马店
名称：国电驻马店热电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河南省驻马店市风光路南段８８１号
主要办公地：河南省驻马店市风光路南段８８１号
法定代表人：皮青兰
注册资本：６３，９０２，６４１．４８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１１７００１００００５２２３（
１－３）
主营业务：供热、发电供热项目建设、开发。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河南电力有限公司８８％
１１．国电荥阳煤电
名称：国电荥阳煤电一体化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河南省荥阳市楚楼水库１号
主要办公地：河南省荥阳市楚楼水库１号
法定代表人：朱国庆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１０１８３１００００１５８２（
１－１）
主营业务：电力；经营范围：煤电一体化项目开发、运营；煤炭及相关产品的投资。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电河南电力有限公司８０％
（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或其所属公司，以上关联方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１０．１．３条第（
一）、（
二）款规定的
关联关系情形。
（
三）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上述关联方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和其他有关信息，公司董事会认为以上关联方均具备向公司及时交付采购标的物或者销售价款
的能力，无法履约的风险较小。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１．国电物资作为中国国电授权的物资经营和管理机构，对一定规模以上的部分材料和进口物资实行统一打捆招标。公司向其所属子公
司采购物资的价格通过其招标确定。
２．公司向国电燃料及所属子公司采购煤炭定价是以不高于同时期、同区域、同质量的市场煤炭采购价格为原则确定的；以青山热电名
义采购煤炭的关联交易定价，以其当期财务核算平均领用煤价为准，青山热电不收取任何中间费用。 国电燃料作为中国国电授权的燃料经
营机构，在组织电煤供应、争取年度合同计划、电煤价格集中谈判、协调铁路和水路运力等方面发挥着规模效应和重要作用，为公司采购电
煤、抑制煤价提供必要的中介服务。 该交易的收费标准参照市场行情和国内其他发电集团提供燃料采购中介服务的平均收费水平确定。
３．河南煤业、河南能源煤炭销售单价以销售业务发生时市场同等热值煤炭的价格确定，定价政策遵循一般商业原则，充分体现了公平、
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４．公司所属电厂转移电量的关联交易的定价主要参照委托电厂的实际上网电价水平以及当时的市场煤价水平协商加以确定。
委托管理协议》提供的委托管理服务向本公司支付管理费用。管理费用由以下两
５．公司受托管理国电湖北公司资产，由中国国电根据《
部分构成：（
１）管理成本，即每年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
２）风险收益， 指根据业绩考核确定的最高不超过管理成本的１０％，也称奖金或罚金，即
每年正或负人民币１００万元。
６．中国国电将其拥有的国电荆门热电厂生产经营用相关土地出租给公司所属电厂，其租金按照其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并考虑合理的资
金时间价值予以确定。
火电企业）分别按按１元／ＫＷ、０．９元／ＫＷ的标准支付。
７．电科院、新能源院的技术支持服务费（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国电物资发生的采购货物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所属电厂控制采购成本、保证物资质量、降低工程造价和生产运营费
用。
２．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与国电燃料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发生的采购煤炭的关联交易，有利于开辟更多的燃料采购渠道，保障电煤特别是沿
江下水煤的供应。 国电燃料公司作为中国国电授权的燃料管理和经营单位，能够为公司所属电厂提供燃料采购中介服务，有利于拓宽了公
司电煤采购渠道，保障公司燃料供应，争取铁路运力，控制电煤采购成本。
３．公司所属子公司长源一发以青山热电名义采购煤炭，有利于在保障煤源、争取铁路运力计划等方面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
４．河南煤业向中国国电所属子公司销售煤炭，有利于扩大公司所属子公司市场营销范围，增加子公司营业收入，提高其经营业绩。
５．考虑到机组实际运行情况、节能环保、充分利用发电量计划等因素，公司有可能将已关停的荆门电厂、长源一发的发电指标转移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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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浙江物产集团”）；
二、本次股份转让后，物产中拓总股本３３，０６０．５８０２万股，其中浙江物产集团持有
１５，２４９．７６９３万股，占总股本４６．１３％；
三、此批复自印发之日起１２个月内有效。
根据《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浙江物产集团已按规定程序向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全面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义务。 公司将充分关注上述
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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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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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此项议案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金融服务协议》， 协议全文公司已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０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
● 公司已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签订《
关于公司在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存款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 预案全文公司已于
●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２０１０年３月２５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
关于公司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已于２０１３年８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月２８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
● 以下２０１３年关联交易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实际数据以２０１３年审计数据为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
一）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电财务”）经预计的２０１３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的情况
下同）４．９９５亿元，未超过年初预计额６亿元，累计应付关联贷款利
２０１３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国电财务存款余额最高为人民币（
息额为０．６０亿元，未超过１亿元的年初预计数。
公司２０１３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预计的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和２０１３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并于２０１３年３月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进行了披露。
１９日、４月１２日在《
（
二）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国电财务２０１４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的预计
２０１４年，预计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国电财务存款余额最高上限为６亿元，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５％与国电财务向公
司发放贷款余额的存放数之和；预计累计应付关联贷款利息额约为１．１０亿元，不超过同类交易金额比例的２３％。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２０１４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关于２０１４年公司出租物业和财产保险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与会议的３名关联董事沈冶、王眉林、赵虎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介绍
１．关联方基本信息
关联方名称：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１９９２年１０月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８０６５９３７
税务登记证号码：１１０１０２１８３７６８９６Ｘ
法定代表人：邵国勇
注册资本：５０．５亿元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主要办公地：为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主要业务范围：（
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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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３）
经批准的保险代理等业务；（
４）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５）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托投资；（
６）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和贴现；
（
７）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
８）吸收成员单位存款；（
９）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１０）从
事同业拆借；（
１１）经批准发行财务公司债券；（
１２）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１３）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１４）有价证券投资。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集团公司１５．１７％，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２８．９８％，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１２．６８％，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９．５１％，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９．５１％，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９．５１％，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２．４４％，国电科技环保集团有限公司２．４４％，国电燃料有限公司２．４４％，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２．４４％，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２．４４％，国
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２．４４％。
２．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国电财务之间的关联关系如上图所示，公司与国电财务均为中国国电集团公司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同时，国电财务也是公
司的参股公司。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成立于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注册资本１２０亿元，经营范围为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
热力）的生产、销售；煤炭、发电设施、新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等。
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定价依据
金融服务协议》授信额度下的
公司在国电财务的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执行，使用公司与国电财务签署的《
贷款采取信用或电费收费权质押方式（
协议全文已于２０１２年３月１０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
的基准利率上、下浮１０％的区间内执行；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该额度，需单独进行授信评审，担保方式及贷款利率视评审情况确定；除存款
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应不高于（
或等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公司存放于国电财务的货币资金每日
最高余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５％与国电财务向公司发放贷款余额之和。
四、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交易类型：存贷款关联交易
２．协议期限： 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至 ２０１５ 年１月１日；
３．预计金额：在上述协议期限内，国电财务给予公司人民币贰拾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用于固定资产贷款、项目周转贷款、流动资金贷
款、票据承兑及贴现、保函和应收账款保理，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可使用该授信额度。
４．交易的定价：公司在国电财务的存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存款利率执行；公司使用本协议授信额度下的贷款采取信用
或电费收费权质押方式，贷款利率原则上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基准利率上、下浮１０％的区间内执行，在签订每笔贷款合同时，双方
可依据当时市场行情进行协商，对贷款执行利率做适当调整；公司控股子公司使用该额度，需单独进行授信评审，担保方式及贷款利率视
评审情况确定。 除存款和贷款外的其他各项金融服务，收费标准应不高于（
或等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公司存放于国电
财务的货币资金每日最高余额不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５％与国电财务向公司发放贷款余额之和。
５．为确保上市公司资金安全所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
１）对国电财务在金融服务过程中获取的公司尚未公开的信息负有保密的义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２）根据公司受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所需的各种法律文件、协议、政府批文，财务资料和其他资料，并保证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
和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
存款管理办法》和《
存款账户管理办法》等制度对公司的协定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业务和存款账户进行规范，
（
３）国电财务通过《
通过提供网银服务，规范资金调拨流程，保障公司资金存放和调拨合规、安全。
（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办法》来加强网银信息系统的安
４）国电财务注意网络信息安全的保护，通过成立了信息系统安全管理小组，制定《
全管理，监督安全管理办法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为公司提供安全的金融服务。
（
５）配合公司检查其在国电财务相关存款的流动性和安全性。
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经公司有权管理机构批准后生
６．协议生效及期限：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
效，有效期三年。
五、风险评估情况
公司与
为尽可能降低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公司在适当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对在国电财务存、贷款的风险情况进行了评估，并编制了《
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风险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
《
风险评估报告》”），公司认为：“
国电财务２０１３年严格按中国银行监
督管理委员会《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
中国银监会令【
２００４】第５号）规定经营，经营业绩良好，根据本公司对风险管理的了解和评
价，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陷，本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不存在风险问题。 ”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国电财务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具有为企业集团成员单位提供金融服务的各项资质，
各项指标均达到《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的规定。 国电财务为公司办理存款、信贷、结算及其它金融服务时，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优势
互补、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原则进行，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
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同时，公司作为国电财务的股东，享有其９．５１％的经营利润，从而间接降低了公司的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３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国电财务关联交易金额为１７．１２亿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预计的２０１４年度存、贷款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价格公允，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
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未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九、备查文件
１．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２．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３．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４．国电财务营业执照
５．国电财务金融许可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８１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２０１４年度
出租物业和财产保险的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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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与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的表决进行了回避。 此项
议案尚须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公告涉及的２０１３年度关联交易数据为初步统计预计数据，实际数据以２０１３年审计数据为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以下简称“
新国电”）将公司自用外的部分物业按
２０１４年，为增加收入，盘活固定资产，公司全资子公司武汉新国电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国电”）的在汉单位，该物业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徐东大街国
照市场化的原则出租给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电大厦，对外出租总面积２７，０３４平方米，平均月租金约８１元／平方米、月物业管理费约２１元／平方米。 目前，新国电向中国国电所属在汉单位出
租物业总面积约８，１２３平方米，预计２０１４年出租物业收取的租金约１，０００万元，收取的物业管理费约５００万元，上述合计１，５００万元。
以下简称“
长江财险”）投保财
为完善公司所属子公司财产保险管理，降低经营成本，公司所属子公司向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产保险，投保资产总额为２５０亿元，财产一切险费率０．０３７％，机器损坏险费率０．０６２％。 预计全年向其支付保险费１，０００万元。
本次出租物业关联交易的相对方都是中国国电的成员单位，中国国电为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本公司３７．３９％的股份），财产保险关联交
易的相对方为中国国电相对控股的长江财险（
中国国电持有其２０％的股份），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
关于２０１４年公司出租物
司的关联交易。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业和财产保险的关联交易的议案》。 参与会议的３名关联董事沈冶、王眉林、赵虎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
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
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二、关联方介绍
１．中国国电
名称：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注册资本：１２０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７６
主营业务：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
热力）的生产、销售；煤炭、发电设施、新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
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等。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
２．长江财险
名称：长江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非上市）
注册地：武汉市武昌区徐东路１１３号
主要办公地：武汉市武昌区徐东路１１３号
法定代表人：李亚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２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０３８８
主营业务：财产保险。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中国国电２０％；武钢集团公司１８．６７％；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１６．６７％；湖北能源集团公司１６．６７％；国电资
本控股有限公司１４％；湖北联发投集团公司１４％ 。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２０１３年预计收取中国国电所属单位的 租金和物业管理费１，５００万元和支付给长江财险的财产保险费用１，
０００万元，共计２，５００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国电向中国国电所属单位出租物业和收取物业管理费，其收费水平按物业所在区域的市场价格确定，目前其
物业所在区域写字楼月租金约为７５－９０元／平方米，月物业管理费约１５－２５元／平方米，新国电向中国国电所属企业收取的物业租金和物业管
理费属于平均水平。
公司所属子公司向长江财险投保财产保险的保险费率是根据保监会相关文件规定，以湖北市场水平为参考，双方协商确定。 投保资产
总额为２５０亿元，财产一切险费率０．０３７％，机器损坏险费率０．０６２％，与市场价格基本以一致。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与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向中国国电所属企业出租物业，有利于增加其业务收入。
公司所属子公司与长江保险发生的财产保险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直属企业财产保险管理、分摊财产风险、降低经营成本。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３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国电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１７．１２亿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乐瑞、徐长生、沈烈对公司２０１４年度出租物业和财产保险的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新国电出租其物业，有利于其增加营业收入，公司预计的２０１４年度出租物业的关联交易是基于新国电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是必
要的、有利的。 公司预计的２０１４年度财产保险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所属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有利于公司所属子公司完善
财产保险管理体系，增强财产安全系数。 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
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其它
本公司将就本次交易协议签署及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８２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接受控股股东财务资助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获得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批准，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国电”）将于２０１４年里继续通过各种方式筹集资金，用于解决其本部及其所属单位的
融资问题。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预计在２０１４年从中国国电取得约１５．８５亿元的转贷资金（
具体额度视中国国电筹资情况而定），支付利息和
相关费用约９，２５０万元（
按预计资金占用时间计算）。 公司获取上述转贷资金的年利率预计将执行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该利率及合理分
摊的相关费用按照中国国电的实际融资成本为标准确定，此外将不再增加其他任何额外费用，也无需公司向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预计
包含以前年度结转部分）， 公司全年将支付财务资助利息和相关费用共计为
２０１４年底公司从中国国电取得财务资助的余额为１７．８５亿元 （
１．０５亿元。
持有本公司３７．３９％的股份），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
本次交易相对方中国国电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议案已经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审议通过，参与会议表决的３名关联董事沈冶、王眉林、赵虎均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
权。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１、中国国电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６－８号
法定代表人：朱永芃
注册资本：１２０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０００００１００３７７６
主营业务：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
热力）的生产、销售；煤炭、发电设施、新能源、交通、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
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等。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
２、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控制关系图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４７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所持本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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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日前接到控股股东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知，该公司因经营需要，将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８６００万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登记相
关手续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期为
自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办理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８２８００万股， 占本公司总股份的
７８．０２％，本次质押的８６００万股限售流通股占该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１０．３９％，占本公司总
股份的８．１０％。
截止本公告日， 荣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股权累计质押股数为６６７２１万股，
占该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８０．５８％，占本公司总股份的６２．８７％。
特此公告。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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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接到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股权质押的通知，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９２，０００，０００股 （
占公司股
份总数２０．７７％）质押给广东南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门分行， 质押期限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
起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上述质押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德力西集团有限公司共持有本公司股份１８４，０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４１．５５％； 其中用于质押的本公司股份累计为９２，０００，０００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７７％。
特此公告。
江门甘蔗化工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２０１４年预计支付中国国电财务资助利息及其它相关费用１．０５亿元人民币（
包含以前年度结转部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２０１４年从中国国电取得的财务资助资金的年利率将执行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该利率及合理分摊的相关费用按照中国国电的
实际融资成本为标准确定，此外将不再增加其他任何额外费用，也无需公司向其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预计上述转贷资
金成本率将低于公司同期通过其它途径取得的资金成本率。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与对本公司的影响
在当前资金市场供给较为紧张和融资成本较高的形势下，公司提高银行借款规模的难度有所增加，公司所属单位使用的中国国电的
转贷资金到期后，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融资困难。 因此，２０１４年公司将继续争取中国国电的资金支持，以稳定融资结构，扩大融资渠道，降低
财务费用。 由于市场信贷资源紧缺，中国国电２０１４年度自身的融资成本预计也将随着市场调整。 如果公司能足额取得１５．８５亿元的资金资
助，预计２０１４年底公司从中国国电取得财务资助的余额为１７．８５亿元（
包含以前年度结转部分），公司全年将支付财务资助利息和相关费用
共计为１．０５亿元。 公司获取上述转贷资金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２０１４年度的融资压力、适当降低融资成本，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３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国电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１７．１２亿元。
七、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乐瑞、徐长生、沈烈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在目前宏观
经济情况和金融货币政策下接受中国国电的财务资助，从其获得融资资金，有利于扩展公司融资渠道，保障财务安全，将可以极大地缓解
２０１４年度公司到期贷款的还款压力。 上述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八、其它
本公司将就本次交易协议签署及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备查文件
１．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８３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脱硫提效改造项目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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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为使公司火力发电燃煤机组烟气中的二氧化硫排放浓度符合国家环保部发布的《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１１）的有
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长源一发”，公司持有其６９．１５％的股权）拟对其拥有的１台３３万千瓦的
火电机组脱硫设施进行脱硫提效技术改造ＥＰＣ项目（
“
ＥＰＣ”是指整套完整的烟气脱硫装置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设计、制造、采购、运输及储
存、建设（
含桩基设计、施工）、安装、调试试验及检查、竣工、试运行、消缺、考核验收整套系统的性能保证和技术和售后服务、人员培训等一
揽子工作，同时也包括所有必要的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消耗品以及相关技术资料等）。上述脱硫提效改造ＥＰＣ项目采取了公开招标方
式进行，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９日收到招标代理机构发出的《
关于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１２机组脱硫提效改造工程招标的中标通
知》（
公司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１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脱硫提效改造项目关联交易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７５），确定中标方为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龙源环保”），根据公开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长源一发公司拟于近期与龙源环保签订有关合同，上述项目的技术改造费用总金额为３，９５８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８８％。
持有本公司３７．３９％）间接控股的企业，因此，龙源环保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
由于龙源环保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交易构成了本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本次关联交易所涉及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审议通
过，参与会议表决的３名关联董事沈冶、王眉林、赵虎均回避了对此项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国电龙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宣武区宣武门外大街２８号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宣武区宣武门外大街２８号
法定代表人：叶伟芳
注册资本：１０００００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９５３１３７４
主营业务：环境污染防治专项工程设计；专业承包；环保工艺、环保设备及综合利用设备技术开发、技术转让；环保设施运营；销售、安
装、调试、维修自行开发的产品；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建筑材料、化工轻工材料、计算机软硬件、文化体育用品；设备租赁（
汽车除外）；信息咨
中介除外）；工程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询（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科技环保集团公司持股１００％
２、关联关系图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源一发对其１台３３万千瓦火电机组实施脱硫提效改造ＥＰＣ项目，合同总金额３，９５８万元。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 经评标委员会综合考虑各投标方报价情况、设备质量和技术能力，最终确定龙源环保为
中标方，中标金额３，９５８万元。
五、协议主要内容
长源一发＃１２机组脱硫提效改造的《
ＥＰＣ总承包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长源一发，下同）同意承包方（
龙源环保，下同）总承包本工程整套完整的烟气脱硫装置范围内包括
１．合同标的：本合同标的是业主方（
但不限于设计、制造、采购、运输及储存、建设、安装、调试试验及检查、竣工、试运行、消缺、考核验收整套系统的性能保证和技术和售后服
务、人员培训等一揽子工作，同时也包括所有必要的材料、备品备件、专用工具、消耗品以及设计、技术资料等。 承包方同意为本工程的烟气
脱硫装置承担总承包的责任和义务。
含技术服务费）３７０万元；合同设备价格（
含１７％增值税）１５０４万元；施工
２．合同价格：本合同总价为人民币３，９５８万元，其中设计总费用（
建筑工程费４７０万元；安装工程费１３５４万元；调试费为人民币２６０万元。 合同总价为含税价，涵盖了承包商为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和风险
所需的全部费用，包括专用技术使用费、技术转让分摊费、设计、设备、建筑、安装、调试试验考核、运输（
含大件运输措施费）、保险、技术资
料、利润等和与本合同有关的所有税（
含进口设备和材料关税、增值税等所有税费）和费用、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及合同所有的安全防护、文
明施工措施费、不可预见费等。 既使本合同没有单独列出其分项价，其费用亦己包含在合同总价中。 本合同价格在合同有效期内为固定不
变价；人工费、材料费或其他方面的费用构成一般不得调整，确需变化时，合同总价亦不得进行调整；本工程合同的付款总额亦不应超过合
同总价。 承包方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所有义务而发生的所有税／费，己包含在合同总价中，应由承包方支付。 承包方出具履约保函的费用和
承包方在银行发生的费用均由承包方负担。
３．付款方式：（
１）本合同结算货币种类为人民币。 付款方式：银行承兑汇票、电汇。 合同生效日期起一个月内，承包方提交金额为每套合
一正，一副）和金额为该套合同总价５％ 的财务收据一式五份，业主方审核无误后一个月内，支付给承包
同总价５％的不可撤销的履约保函（
方该套合同总价的５％ 作为预付款。 （
２）剩余９５％的合同价款，按照合同价款中关于设计费、合同设备费、建筑工程费、安装工程费和调试费
数额的约定，根据工程进度按类别分期支付，并按照类别需要保留１０％的质保金。
４． 交货和运输：承包方负责合同项下的施工、安装机具，设备和材料的供货和运输及货物的现场保管和竣工后施工、安装机具的及时
撤离现场，应在合同的框架进度下有序地组织设备运输和保管。 本合同设备（
含合同材料）的到货期及到货顺序应满足工程建设设备安装
进度和顺序的要求，应保证及时和部套的完整性。
本合同是ＥＰＣ总承包方式，在每套脱硫装置完成竣工验收前的所有设备交货、运输、保管均由承包方负责，承包方应以每套脱硫装置竣
工验收方式移交（
包括备品备件）。 在每套脱硫装置竣工验收之前合同设备毁损、灭失的风险由承包方承担，工程竣工验收之后由业主方承
担。
５．承包方保证：保证期是指脱硫装置签发初步验收证书之日起一年或工程竣工验收通过之日起２４个月。二者以先到日期为准。（
１）其供
应的本工程设备是全新的，技术水平先进的、成熟的、质量优良的，设备选型均符合安全可靠、没有设计和材料及工艺上的缺陷、经济运行
和易于维护的要求。
（
２）承包方保证根据技术规范书所交付的技术资料完整的、清晰的和统一和内容正确、准确的并能满足合同设备的工程设计、施工建
筑、安装、调试、运行和维修的要求，承包方为合同设备承担的保证期应到业主方出具最终验收证书时止。
６．违约责任：（
１）本合同执行期间，如果承包方提供的设备有缺陷或技术资料有错误，或者由于承包方技术人员操作错误和疏忽，造成
工程返工、报废，承包方应立即无偿更换和修理。 承包方应自负风险和费用将替换的设备或补供的设备运抵工作现场和安装现场更换的一
切费用；
（
２）在保证期内，如发现设备、材料、承包方所做的工作或提供的技术服务有缺陷，不符合本合同规定时，属承包方责任，则业主方有权
向承包方提出索赔；
（
３）由于承包方责任，在合同规定第二次的性能验收试验后，仍不能达到技术规范书所规定的一项或多项保证指标时，业主方有权按
承包方违约的性质和程度，要求承包方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
未能达到合同／技术规范书所约定的竣工期等），业主方有权向承包方收取违约
４）如果由于承包方的原因，在执行合同中造成延误（
金，承包方支付迟交违约金并不解除按合同所规定的相应义务。
７．税费：根据国家有关税务的法律、法规和规定，承包方应该交纳的与本合同有关的税费，由承包方承担。本合同价格为含税价。承包方
履行本合同项下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所涉的所有税费已全部包含在合同价格内，由承包方承担。
８．争议解决：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双方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在进行仲裁期间，
除提交仲裁的事项外，合同仍应继续履行。 由上述过程发生的费用除上述仲裁裁决另有规定外，应由败诉方承担。
须经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委托）签字并加盖合同专用章；（
９．生效条款：（
１）买卖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
２）经业主方控股股东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最终验收证书”并理赔完毕货
３）承包方收到业主方合同生效的正式通知；（
４）本合同有效期：从合同生效之日起到签发“
款两清之日止。
除上述条款外，该合同无其他重要条款，本合同的签署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国家环保部发布的《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ＧＢ１３２２３－２０１１）的有关规定，自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起现有火力发电锅炉及燃气轮机
组二氧化硫排放限值必须符合上述文件规定的国家标准，为符合上述规定，长源一发必须于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前完成对其现有燃煤火力发电
机组的脱硫提效改造。 龙源环保是国内环保领域在大型燃煤锅炉脱硫、脱硝的龙头企业，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及
丰厚的工程管理经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上述脱硫提效改造项目交由龙源环保完成后，长源一发发电机组锅炉排放的二氧化硫将完全达
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上述技改项目的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由于该项目属于技术改造项目，工程完工后将形成固定资产，上述脱硫改
造项目不会对公司当期资产、负债和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中国国电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约为１７．１２亿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乐瑞、徐长生、沈烈对本次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源一发对其所
招投标法》的有关规定履行了投标、开
属火电机组进行的脱硫提效改造是按照国家环保政策要求必须进行的改造项目，该项目严格按照《
标、评标等程序，经三个以上投标方公开竞标和多轮报价，最终评标委员会通过综合考虑各投标方报价情况、设备质量和技术能力，确定中
标方为龙源环保，其公开招投标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招标结果公正、公平、公开。 龙源环保在国内大型燃煤锅炉脱硫、脱硝方面具有
突出的技术优势和工程管理经验，本次长源一发脱硫提效改造交由龙源环保实施，有利于促进技改项目安全、高效的完成。 上述技术改造
项目的定价３，９５８万元由公开招投标确定，定价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价格公允，充分体现了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 上述关联
交易有利于公司减少火电机组污染物排放，尽早符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强制性标准，是必要的、有利的。 该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九、其它
公司将就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情况和合同签署等相关事宜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十、备查文件
１．关于国电长源第一发电有限责任公司＃１２机组脱硫提效改造工程招标的中标通知；
２． ＥＰＣ总承包合同。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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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审计机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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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经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１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０日召开的２０１２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续聘原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中瑞岳华”）作为本公司２０１３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等业
务和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聘期一年。 ２０１３年度审计费用总额为１１１万元，包括年报审计费、季报辅导和日常财务咨询费、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内部控制审计费，其中：年报审计费用为７５万元，季报辅导及财务咨询费用为１０万元、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２６万元（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第６届董事会第２１次会议决议公告》和《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３日和５月１１日在《
２０１２年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１７、０２７）。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国富浩华”）合并成立了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２０１３年５月３１日中瑞岳华与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
伙），合并后的事务所保留国富浩华主体资格，中瑞岳华于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１日依法注销执业资格，不再以其名义承揽、开展业务。 目前，为我公
以下简称“
众环海华”）。 为保持２０１３年度审计工
司提供年报审计服务的原中瑞岳华审计团队整体加入到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作持续及连续性，公司拟改聘众环海华为公司２０１３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和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聘期到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３１日，２０１３年度审计费用保持不变，仍为１１１万元，包括年报审计费、季报辅导和日常财务咨询费、内部控
制审计费，其中：年报审计费用为７５万元，季报辅导及财务咨询费用为１０万元、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２６万元。 扣除公司已向中瑞岳华支付的
４５万元，公司２０１３年将向众环海华共计支付６６万元审计费用。 审计期间，会计师事务所的差旅费和食宿费由本公司承担。 除以上审计费用
以外费用的支付，不会影响注册会计师审计工作的独立性。
二、新聘审计机构简介
企业名称：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２日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４２０２０３００００４３６１６
法定代表人：黄光松
注册资本：２００万元
注册地：武昌区东湖路１６９号２－９层
主要办公地：武昌区东湖路１６９号２－９层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序号：０１７０２９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号：００００９６
经营范围：从事会计审计、出局审计报告；验证企业资本、出局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审计业务、出具有关报告；承办会计
咨询、会计服务业务；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审计业务。
三、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上市公司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事务所）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会字［
信息披露业
１９９６］１号）和深交所《
务备忘录第２０号——
—上市公司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合并后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审议程序的要求》等规则的规定，公司本次改聘
众环海华为公司２０１３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和内部控制有效性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构成变更会计师
事务所事项，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一致通过了《
关于改聘众环海华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２０１３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乐瑞、徐长生、沈烈于会前进行了审议并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该事项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备查文件
１．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营业执照》；
２．众环海华《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
３．众环海华《
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４． 众环海华《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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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利润分配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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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公司持有其９．５１％的股权，以下简称“
财务公司”）签署完毕的２０１３年第二次股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收到参股公司国电财务有限公司（
东会决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国电财务有限公司对２０１３年度利润预分配的议案》，同意其将财务公司５１，０００万元可供分配利润进行预
分配。 根据上述会议决议，公司按股权比例可获取４，８５０．１万元股利。
二、财务公司简介
财务公司是经银监会批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控股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国电”）全资的国电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其注册资本５０．５亿元。 目前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出资为４８，０３０万元，占该公司股权比例的９．５１％。 其股东及相应股权比例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股权关系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
中国国电 １００％
中国国电 ５１．７２％
中国国电 ６３．６８％
中国国电 ２１％
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 ６９％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 ３７．３９％
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 ５１％
国电科技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 ５１％
国电燃料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 １００％
国电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 １００％
国电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 １００％
国电山东电力有限公司
中国国电 １００％
合计

股权比例（％ ）

股份数额（万
元）

２０１３ 年度分红（万元）

１５．１７
２８．９８
１２．６８
９．５１

７６ ，５９８．５
１４６ ，３１５．５
６４ ，０４０
４８ ，０３０

７ ，７３６．７
１４ ，７７９．８
６ ，４６６．８
４ ，８５０．１

９．５１

４８ ，０３０

４ ，８５０．１

９．５１
２．４４
２．４４
２．４４
２．４４
２．４４
２．４４
１００

４８ ，０３０
１２ ，３２０
１２ ，３２０
１２ ，３２０
１２ ，３２０
１２ ，３２０
１２ ，３２０
５０５ ，０００

４ ，８５０．１
１ ，２４４．４
１ ，２４４．４
１ ，２４４．４
１ ，２４４．４
１ ，２４４．４
１ ，２４４．４
５１ ，０００

三、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务公司上述股东会决议，公司将财务公司上述利润分配款计入公司２０１３年度的投资收益，相应增加公司２０１３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
润４，８５０．１万元，具体数据以２０１３年审计数据为准。
四、备查文件
１． 财务公司营业执照
２． 财务公司２０１３年第二次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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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转让
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物产中拓”或“
公司”）就浙江物产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浙江物产国际”）拟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事宜，已于２０１３
年９月３０日发布了 《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及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公
告编号：２０１３－３２）。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公司收到浙江物产国际转来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关于物产中拓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所持股份协议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资
产权［
２０１３］１０１１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浙江物产国际将所持物产中拓１５，２４９．７６９３万股股份转让给浙江省物产

电汉川、青山热电，获取一定的转移电量收入。
６．接受电科院、新能源院的技术服务，有利于使公司能够得到更好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提高公司科技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及核心竞
争力。
７．公司受托管理国电湖北公司资产，有利于优化管理资源的配置，提高管理绩效，增加公司经营收入，有利于本公司争取区域市场政策
支持。 本公司通过管理受托管理电厂，可以逐步降低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争，为进一步整合中国国电在湖北境内发电资产、寻求新的发展
机遇创造条件，为本公司谋求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开和公正原则，未损害公司利益，不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乐瑞、徐长生、沈烈对公司２０１４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进行了事前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预计的２０１４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所发生的，是必要的、有利的。 上述与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平、公开和
公正原则，不影响公司独立性，不会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９６６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８０

证券简称：华东科技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６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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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因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事项，
已于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０日开市起停牌至今。
目前，该非公开发行事项还在继续筹划中，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
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华东科技，股票代码：０００７２７）自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开市起继续
停牌５个交易日，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８日公司将作出继续停牌或复牌的公告。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宏发股份

编 号：临２０１３—０３７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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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宏发科技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员会（
以下简称“
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１５５０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９，９６３万股新股。
二、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申请文件实施。
三、本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６个月内有效。
四、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宏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

证券代码：６００９９２

证券简称：贵绳股份

编号：２０１３－０２４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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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家发改委、科学技术部、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２０１３年第４１号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第二十批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后，将享受科技开发用品进口税
收优惠政策，公司还可根据有关规定争取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能力建设专项、科技专项计划给予的
资金支持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等。
公司技术中心被确定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是公司技术创新能力与研发能力的综合体
现，有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公司技术中心获得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将对公司未来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但不会对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８６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３８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以下简称“
公司”） 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
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发布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２０１３－０３６号），公司股票于当日停牌。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公司发布了《
告》。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及相关各方正在全力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并会同
中介机构对相关资产进行了梳理。 因相关程序正在进行中，鉴于该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股票价格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