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

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电远达 股票代码

600292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青华 凌娟

电话

023-65933055 023-65933051

传真

023-65933000 023-65933000

电子信箱

dm@jiulongep.com lingjuan@jiulongep.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6,491,636,957.16 5,748,784,398.20 5,748,784,398.20 1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

产

2,944,720,833.48 2,858,921,628.32 2,858,921,628.32 3.0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调整后 调整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

额

37,406,978.58 144,207,741.34 145,064,870.31 -74.06

营业收入

1,791,246,893.33 1,169,281,919.87 1,169,281,919.87 53.1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

润

180,469,182.36 76,234,869.92 76,246,167.33 136.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68,606,081.62 73,862,364.18 73,873,661.59 128.2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6.19 2.74 2.74

增加

3.45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5 0.15 0.15 133.3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35 0.15 0.15 133.33

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2,143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

例

(%)

持股总数 报告期内增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

股份数量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国家

54.66 279,784,833 0 279,784,833

重庆市能源 投资集团 公

司

国有法人

9.47 48,458,742 0

重庆松藻煤 电有限责 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71 3,620,000 0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

银 河 银

泰理财分红 证券投资 基

金

未知

0.65 3,329,895 -4,627,907

重庆市能源 投资集团 物

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0.61 3,103,917 0

重庆天府矿 业有限责 任

公司

国有法人

0.61 3,103,917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七 组

合

未知

0.58 2,957,534 0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四 组

合

未知

0.49 2,498,377 1,792,951

凌野 未知

0.43 2,217,891 2,217,891

陈梦媛 未知

0.38 1,950,000 1,950,000

上述股东关 联关系或 一

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重庆松藻煤电有限责任公司

、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物资有限责任公司

、

重庆天府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均受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控制

。

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

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2.3�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 国内燃煤电厂脱硝改造业务依然饱和， 脱硝工程及催化剂销售市场继续扩

张。 公司通过强化工程项目管理，确保了重点工程按计划完成；通过着力提高脱硝催化剂产

品合格率，提升脱硝催化剂内外部产能利用效率，有效保证了脱硝催化剂业务高速增长；通

过强化市场开拓力度，推进了特许经营业务的扩张。 上述内外部因素，保证了公司业务持续

快速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利润总额23150万元，同比增长81.09%。 报告期内，主要业务

经营情况如下：

1.环保工程业务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环保工程公司新开工项目9个，目前在建项目50个，完成11个项目25台套脱

硫脱硝装置168试运，同比增加15台套。 实现营业收入10.18亿元，同比增长69.67%，实现利

润总额0.52亿元，同比增长243.31%。

2.特许经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特许经营公司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分别与内蒙古国电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乌斯

太热电厂、 新丰热电厂签订 《烟气脱硝特许经营合同》， 新增脱硝特许经营装机规模

1200MW。 公司特许经营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85亿元，同比增长6.24%；但由于部分脱硫机

组发电利用小时数下降，同时检修维护等费用增加的因素，实现利润总额0.80亿元，同比下

降6.85%。

3.脱硝催化剂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脱硝催化剂市场继续快速增长，完成脱硝催化剂销售量1.71万立方米，同比

增长0.9万立方米；实现营业收入5.26亿元，同比增长116.10%；利润总额1.47亿元，同比增长

136.67%。

（一）主营业务情况分析

1.资产负债情况分析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期末数

本期期末数占

总资产的比例

（

%

）

上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占总资产的

比例

（

%

）

增减金额

增减比

例

（

%

）

应收股利

3,280,553.98 0.05 5,530,328.98 0.10 -2,249,775.00 -40.68

应收账款

1,453,790,909.83 22.39 1,042,589,570.28 18.14 411,201,339.55 39.44

长期股权投资

180,449,494.39 2.78 134,477,520.73 2.34 45,971,973.66 34.19

在建工程

203,033,896.18 3.13 103,263,152.35 1.80 99,770,743.83 96.62

无形资产

328,008,319.94 5.05 72,810,306.92 1.27 255,198,013.02 350.50

开发支出

4,273,633.11 0.07 2,805,722.23 0.05 1,467,910.88 52.32

递延所得税资产

24,658,945.56 0.38 15,790,625.62 0.27 8,868,319.94 56.16

应付账款

1,865,476,204.95 28.74 1,375,571,222.54 23.93 489,904,982.41 35.61

预收款项

160,741,185.78 2.48 271,919,494.15 4.73

-111,178,

308.37

-40.89

应交税费

-897,121.31 -0.01 -33,451,199.72 -0.58 32,554,078.41 97.32

应付利息

3,852,896.96 0.06 2,704,157.95 0.05 1,148,739.01 42.48

其他应付款

72,038,076.17 1.11 27,614,762.46 0.48 44,423,313.71 160.87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0,300,000.00 0.77 84,300,000.00 1.47 -34,000,000.00 -40.33

长期借款

223,191,229.29 3.44 123,369,678.39 2.15 99,821,550.90 80.91

专项应付款

711,733.43 0.01 7,691,733.43 0.13 -6,980,000.00 -90.75

预计负债

19,473,145.25 0.30 6,860,646.79 0.12 12,612,498.46 183.84

（1）应收股利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已收回

参股公司的股利分配所致。

（2）应收账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应收工

程款及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应收货款增加所致。

（3）长期股权投资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对中电投先融期货有限公司股权投资增加所

致。 （4）在建工程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

基建项目增加所致。

（5）无形资产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孙公司朝阳远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污水处理

特许经营资产增加所致。

（6）开发支出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水务有限公司开发投入增加

所致。

（7）递延所得税资产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公司坏账

准备、计提工程质保金增加导致计提的递延所得税增加。

（8）应付账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应付材

料款及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水务有限公司应付资产收购款增加所致。

（9）预收款项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收入实

现抵减预收款项所致。

（10）应交税费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脱硫分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

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增加及所得税增加共同影响

所致。

（11）应付利息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计提的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12）其他应付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项

目往来款及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应付股权收购款增加所致。

（13）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

程有限公司偿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14）长期借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烟气治理特许经营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15）专项应付款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归

还专项资金所致。

（16）预计负债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对完

工项目提取的产品质量保证费增加所致。

2.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

%

）

营业收入

1,791,246,893.33 1,169,281,919.87 621,964,973.46 53.19

营业成本

1,425,695,967.46 937,627,612.63 488,068,354.83 52.05

销售费用

31,949,224.01 16,020,022.86 15,929,201.15 99.43

资产减值损失

24,011,207.10 8,720,261.20 15,290,945.90 175.35

投资收益

10,309,921.66 -42,717.46 10,352,639.12 24,235.15

营业外收入

14,416,909.52 5,028,003.86 9,388,905.66 186.73

营业外支出

358,461.94 629,978.68 -271,516.74 -43.10

所得税费用

37,720,954.78 23,227,896.48 14,493,058.30 62.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406,978.58 144,207,741.34 -106,800,762.76 -74.0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42,942,291.77 265,643,991.06 -508,586,282.83 -191.4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1,651,211.48 -687,317,831.60 758,969,043.08 110.42

研发支出

10,228,333.45 7,382,954.47 2,845,378.98 38.54

（1）营业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环保工

程收入及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销售收入增加所致。

（2）营业成本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环保工

程成本及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销售成本增加所致。

（3）销售费用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根据财

政部重庆专员办检查意见将质保费列入销售费用及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

司产品销售运输等费用增加所致。

（4）资产减值损失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

远达水务有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计提的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5）投资收益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收到参股公司分红增加所致。

（6）营业外收入变动的主要原因系补贴收入增加，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催化剂制造

有限公司合并重庆普源化工工业有限公司产生营业外收入所致。

（7）营业外支出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资产

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8）所得税费用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9）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催化剂

制造有限公司支付原材料款项增加所致。

（10）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烟气

治理特许经营有限公司、重庆远达水务有限公司基建项目现金支付增加，及上年同期公司收

到中电投集团公司支付的剥离非环保资产余款，本年无相同事项所致。

（11）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收到借款增加，及上期公

司偿还中电投集团公司私募债资金，本年无相同事项所致。

（12）研发支出变动的主要原因系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远达水务有限公司、重庆远达

催化剂制造有限公司研发支出增加所致。

3.其它

(1)� �公司前期各类融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实施进度分析说明

报告期内，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召开2014年第7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7月25日，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批复文件。 截

止到目前，已完成股票发行工作。

2013年9月, �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 注册资金为人民币5亿元。

2013年10月22日公司完成发行2013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金额5000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完

成2014年第一期短期融资券27000万元发行工作。 剩余18000万元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尚

未发行，公司将根据市场利率情况及公司资金需求情况择机发行。

(2)�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2014年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17.91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50.23%，同比增长53.19%。

2014年初，公司原预计实现营业收入35.6亿元，其中考虑了下半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营业

收入增量，由于股票发行工作未能在报告期内完成，募投项目交割时间将顺延，对今年公司

业绩带来一定影响。

(二)�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1、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

环保工程

971,447,185.00 821,042,347.16 15.48 79.16 72.06

增加

3.49

个百

分点

特许经营

473,054,573.04 388,312,185.26 17.91 7.47 10.72

减少

2.41

个百

分点

催化剂销售

294,532,117.79 184,054,510.88 37.51 98.18 108.13

减少

2.99

个百

分点

其他

37,454,976.51 30,690,480.74 18.06 67.47 53.23

增加

7.62

个百

分点

2、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

西南地区

204,986,120.79 45.31

华南地区

20,584,848.62 -1.28

华东地区

316,915,963.29 -28.92

华中地区

382,799,800.25 37.54

西北地区

97,132,482.57 -0.63

东北地区

318,588,416.97 276.08

华北地区

388,393,475.16 393.94

其他地区

47,087,744.69 665.62

(三)� �核心竞争力分析

1.较强的运营管理能力及一流的工程建设水平。 公司在国内建立了6个区域服务中心，

为用户提供工程售后服务、技术咨询及培训、技术改造、备品备件服务等；建有远程在线监测

系统， 为66个火电厂112套脱硫装置的稳定运行提供专家诊断和技术支持。 在工程建设方

面，建设了国内首台百万机组脱硫工程“华能浙江玉环电厂2×1,000MW项目” 、国内首台

百万机组脱硝工程“上海外高桥三期1×1,000MW项目” 及国内首台烟塔合一脱硫工程

“华能北京热电厂4×250MW项目” 。

2.卓著的行业影响力。 公司是科技部唯一指定的“燃煤电厂烟气净化技术国际培训班”

承办单位，是国家环境保护部确定的“全国燃煤电厂二氧化硫减排核查核算培训基地” 及中

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批准的唯一“全国火电厂烟气脱硫设备运行维护人员培训基地” 。在国内

烟气脱硫脱硝领域，已编制完成2个国家标准和6个行业标准。

3.持续提升的科技创新水平。 公司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燃煤烟气净化国家地方联

合工程研究中心；在科技部的支持下，作为理事长单位，牵头组建了“中国烟气脱硝产业技

术创新战略联盟” ；并被认定为国家创新型企业。 公司设立有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并形成了环保产业科研工作的核心力量。 科技创新能力在行业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也为公司未来发展积累了人才、管理和技术的资源优势。

4.强大的人才队伍。 公司作为科技环保企业，聚集了一批高素质的环保专业人才。 现有

中高级技术人员200多人，其中外聘院士2人，博士8人，硕士50人，享受国务院特殊专家津贴

1人，国家专家库专家1人。

(四)� �投资状况分析

1、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1)�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

单位：元

证券代码

证券简

称

最初投资成本

期初持股比例

（

％

）

期末持股比例

（

％

）

期末账面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

源

600369

西南证

券

50,000,000.00 0.764 0.629 151,762,500.00

可 供 出 售

金融资产

发起设

立

合计

50,000,000.00 / / 151,762,500.00 / /

公司持有西南证券股份比例由期初的0.764%下降到期末的0.629%系西南证券完成非

公开发行股票，总股本增加导致公司股比稀释。

(2)�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所持对象名称 最初投资金额

（

元

）

期初持股比例

（

%

）

期末持股

比例

（

%

）

期末账面价值

（

元

）

会计核算

科目

股份来源

中 电 投 财 务 有

限公司

111,200,000.00 2.20 2.20 111,200,000.00

长期 股 权

投资

发起设立

合计

111,200,000.00 / / 111,200,000.00 / /

2、 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1)� �委托理财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理财事项。

(2)� �委托贷款情况

本报告期公司无委托贷款事项。

(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募集资金或前期募集资金使用到本期的情况。

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元

公司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资产总额 净资产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净利润

中电投远达环

保工程有限公

司

环保工程总承包

250,000,000.00 3,040,581,841.97 915,507,762.01 75,677,877.63

重庆远达烟气

治理特许经营

有限公司

脱硫脱硝节能减

排项目投资

、

运营

100,000,000.00 169,511,047.28 79,347,828.81 -4,957,825.57

河南九龙环保

有限公司

脱硫脱硝节能减

排项目投资

、

运营

100,000,000.00 743,731,991.92 734,946,088.26 20,364,856.38

重庆远达催化

剂制造有限公

司

催化剂及其原材

料的研发及设计

、

生产

、

销售

128,000,000.00 1,115,751,289.68 384,385,520.47 124,544,520.33

重庆远达水务

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

90,000,000.00 611,602,486.31 136,119,080.35 -10,740,899.00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一）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二）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三）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报告期内，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增加3家企业：

1.成立朝阳远达环保水务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通过增资全资子公司重庆远

达水务有限公司，由该公司与朝阳市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成立朝阳远达环保水务

有限公司，水务公司持股比例为51%，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2.增资控股中电投山东核环保有限公司。

经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2013年第四次股东会审议通过，2013年11

月，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向其参股公司中电投山东核环保有限公司增资900万元。

增资完成后，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持股比例由30%增加到50%，控制其经营，纳入

合并范围。

3.收购重庆普源化工工业有限公司。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通过增资公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远达催化剂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收购脱硝催化剂粉体生产企业重庆普源化工工业有限

公司100%股权，本期纳入合并范围。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中电远达 编号：临

2014－027

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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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

日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上午9时在公司12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

事15人，实到董事11人，委托出席4人（董事冯跃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杨东旗先生，董

事姚敏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龙泉先生， 董事王国力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岳乔

先生，董事余炳全先生因公出差书面委托董事杨东旗先生）；监事会成员3人、高管人员1人

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经董事认真审议及表

决，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了《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了《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电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该事项详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公告。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方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派出的4名董事回避了表决。

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通过了《关于审议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

会审议。 该事项详见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方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派出的4名董事回避了表决。

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通过了《关于王国力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通过了《关于推荐彭双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并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通过了《关于聘任吴建华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十、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该事项详见股东

大会通知公告。

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中电远达 编号：临

2014－028

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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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年8月15

日以传真和送达方式发出，会议于2014年8月26日上午11时在公司12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

事5人，实到监事3人，委托出席2人（监事魏鹏因公出差书面委托监事吴镝，监事彭跃君因公

出差书面委托监事吴镝）；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李云鹏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监事认真审议及表决，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通过了《关于魏鹏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的议案》

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了《关于推荐张曲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并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

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件：第七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 中电远达 编号临

2014-029

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电节能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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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表决时进

行了回避），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开展烟气余热回收等节能业务有利于提高该公司的

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2014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全资

子公司重庆中电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关联方

董事姚敏、王元、王国力、岳乔回避了上述议案表决），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联方股东将在股东大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张复认为：该关联交易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中电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促进公司节能业务发展、提高公

司经营效益。 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电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2014年预计的

关联交易系公司为提高在节能环保市场的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而开展的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关联交易通过公开市场竞争或参照公开市场价格协商定价，关联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亿

元。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法定代表人：陆启洲。 公司经营范

围为：实业投资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

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电能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代

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电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中电投集团所属企业在烟气余热回

收等节能业务将发生关联交易， 该等关联交易的合同金额是通过公开市场竞争或参照同类

型机组公开市场价格协商定价确定，该关联交易金额预计3000万元（含税）。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开展经营业务有利于提高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电

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在节能业务市场份额和经济效益。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审计委员会意见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中电远达 编号临

2014-030

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向公司

委托贷款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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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委托贷款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在

表决时进行了回避），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约定利率不高于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所获资金有利于公司技术创新能

力建设。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2014年8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中国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关联方董事姚敏、王元、王国力、岳乔回避了上述议

案表决），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联方股东将在股东大会审议该项议

案时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余剑锋、陈友坤、陈大炜、杨晨、张复认为：上述关联交易约定利率不高于

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所获资金有利于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议案内容合法有效、程序

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其目的是按财政部相关

政策规定使用财政资金，约定委贷利率不高于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所获资金有利于公司

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议案内容合法有效、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成立于2003年，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亿

元。 公司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法定代表人：陆启洲。 公司经营范

围为：实业投资管理；电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及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电

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电能及配套设备的销售；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代

理；电力及相关技术的科技开发；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承包境外工程和

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

的劳务人员。

三、关联交易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2010年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电投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工程公司）向财

政部提出了2010年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资金698万元的申请， 财政部同意通过中国电力

投资集团公司逐级向公司及环保工程公司拨付中央国家资本经营预算重大技术创新及产业

化资金698万元。 2010年环保工程公司收到该款项并作为往来列示至2014年2月底。

2012年， 财政部发布 《关于印发<加强企业财务信息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财企

[2012]23号），规定使用此项资金有两种方式，第一种为逐级增资处理，第二种为暂无增资

计划可列为委托贷款。根据现行办法，现拟采取第二种方式即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向公司

委托贷款698万元，期限1年，委托贷款利率原则不高于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同时，公司

向重庆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委托贷款698万元，期限1年，委托贷款利率为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委托贷款利率加上相关税费。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 其目的是按财政部相关政策规定规范使用技

术创新能力建设项目资金，所获资金有利于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建设。

五、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4、审计委员会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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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92

证券简称：中电远达 编号：临

2014－31

号

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公司股票是否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董事会决定于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14：30在重庆市北部新区本公司2楼会议室召

开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9月25日（星期四）9：30—11：30， 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黄环北路10号1栋本公司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可

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

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股东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二）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 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电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四）关于审议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

（五）关于选举彭双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六）关于选举张曲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七）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第三、第四项议案属关联交易事项，请关联股东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三、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2014年9月19日

2、出席会议人员：

1）截至2014年9月19日下午3时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人员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代理人

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4）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2014年9月22日、2014年9月23日9：00-11：30，13：

00-16：00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2、网络投票登记注意事项：

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应在股权登记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上海

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报送用于网络投票的股东账户； 公司其他股东利用交易系统

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投票，不需要提前进行参会登记。

3、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2014年9月22日、2014年9月23日。

4、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地点：重庆市北部新区黄环北路10号1栋

5、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请2014年9月25日下午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即

14:00到达会议地点，并将所携带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予会议工

作人员及见证律师，验证入场。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黄环北路10号1栋

联 系 人：黄青华

联系电话：023--65933055

传 真：023—65933000

六、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2：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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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中电投远达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备注

1

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2

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

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

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电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

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4

关于审议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

5

关于选举彭双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

关于选举张曲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〇” 为

准，对同一项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

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授权指示的， 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

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2：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2014年9月25日

总提案数：7个

一、投票流程

1、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292

中电投票

5 A

股股东

2、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7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7

项提

案

738292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

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38292 1.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

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738292 2.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3

关于审议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电节能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738292 3.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4

关于审议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向公司委托贷款的

议案

738292 4.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5

关于选举彭双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738292 5.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6

关于选举张曲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738292 6.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7

关于修订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的议案

738292 7.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3、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二、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 2014年9月25日A股收市后，持有中电远达A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

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292

买入

99.00

元

1

股

2、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

提案《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292

买入

1.00

元

1

股

3、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

提案《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292

买入

1.00

元

2

股

4、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

提案《关于审议向股东大会提请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4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292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

报价格99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

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2、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

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3、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

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

照弃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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