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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张鸿健 高旸

电话 027-67869018 027-67869270

传真 027-67869018 027-67869018

电子信箱 zhanghongjian@kaidihi.com gaoyangbjeea@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年

201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12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2,848,725,133.36 2,208,832,364.14 2,208,832,364.14 28.97% 2,639,197,122.23 2,639,197,122.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205,287,884.64 64,809,244.17 64,809,244.17 216.76% 34,441,537.48 34,441,537.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205,793,303.18 21,785,755.94 21,785,755.94 844.62% 34,951,710.12 34,951,710.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134,068,489.27 712,258,606.87 712,258,606.87 -81.18% -375,410,010.06 -356,652,985.8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7 0.07 214.29% 0.04 0.04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22 0.07 0.07 214.29% 0.04 0.0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7.87% 2.47% 2.47% 5.40% 1.35% 1.34%

2014年末

2013年末

本年末比上

年末增减

2012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14,180,938,271.77 11,956,152,087.13 11,956,152,087.13 18.61% 11,634,996,893.79 11,949,909,028.8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元）

2,773,850,304.48 2,505,488,035.45 2,505,488,035.45 10.71% 2,410,395,773.62 2,513,395,773.62

（2）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62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5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117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8.49%

268,758,

667

冻结

119,000,

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宝兴业新

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44% 23,024,636

武汉大学资产经营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56% 14,739,600 冻结 7,894,500

中国建设银行－银华

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48% 13,999,465

武汉钢铁设计研究总

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10% 10,405,924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

兴业行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 10,141,51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精选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5% 8,999,803

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

团西南电力设计院

国有法人 0.87% 8,189,942

丰和价值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9% 7,409,136

中国建设银行－华宝

兴业多策略增长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3% 6,899,863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凯迪电力与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能源的变革深刻影响了行业的发展，新能源产业正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凯迪电力近年来的业

务转型，顺应了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潮流，经过公司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成效已初步显现。

回望2014年，公司坚持“大力发展生物能源，实现公司全面转型” 的发展目标，较好的完成了各项工

作，基本上实现了董事会年初制订的经营目标，在生产经营、项目建设、新产业培育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

绩,�保持了电厂大负荷、长周期安全运行，实现了生物质发电二代机组全面盈利。 保持了原煤销售、海外

EPC总承包、环保发电的健康发展，加快了页岩气、生物质合成油产业的前进步伐，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

果。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1）会计政策变更

2014年1至3月， 财政部新制定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

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

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上述7项会计准则均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鼓励在

境外上市的企业提前执行。 2014年6月20日，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企

业应当在2014年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照本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年7月23日，

修改并重新公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015年2月8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49次会议决议，本公司自2014年7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制定

或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新制定或修订的会计准则的变化，导致本集团相应会计政策变化，并已按照相

关衔接规定进行了处理，对于需要对比较数据进行追溯调整的，本集团已进行了相应追溯调整。本集团追

溯调整的主要事项有：

1.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对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

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由长期股权投资科目列

报，改为以成本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列报。

2.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对报表列报科

目作为以下重分类：

A. 原列报于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的“其他非流动负债” 科目的递延收益项目，改为列报

于“递延收益” 科目；

B. 原列报于合并资产负债表及资产负债表的“资本公积” 科目的其他综合收益项目，改为列报于

“其他综合收益” 科目；

C. 合并利润表与利润表的“营业外收入” 科目，增加“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项目；

D. 合并利润表与利润表的“其他综合收益” 科目，改为“其他综合收益的净额” 科目，并列报其他

综合收益的分类信息；

E. 相应地，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

列报》应用指南规定的格式重新列报。

上述引起的追溯调整对比较财务报表的主要影响如下：

项目

对比较期间（2013年度）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① ② 合计

比较期间（2013年度）年末数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85,800,000.00 85,8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85,800,000.00 -85,800,000.00

递延收益 82,447,730.72 82,447,730.72

其他非流动负债 -82,447,730.72 -82,447,730.72

资本公积 66,369,837.89 66,369,837.89

其他综合收益 -66,369,837.89 -66,369,837.89

项目

对比较期间（2013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

① ② 合计

比较期间（2013年度）年末数影响：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25,800,000.00 25,800,000.00

长期股权投资 -25,800,000.00 -25,800,000.00

资本公积 -76,804,405.59 -76,804,405.59

其他综合收益 76,804,405.59 76,804,405.59

（2）会计估计变更

本集团在报告期内无会计估计变更事项。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新增一家子公司，具体说明如下：

名称 新纳入合并范围的时间 期末净资产 合并日至期末净利润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 2014年8月20日 291,343,326.25 -256,673.75

2014年8月11日，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格薪源生物质燃

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本公司与武汉金湖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金湖科技” ）、北京大

成汉盛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大成汉盛）共同出资成立“格薪源生物质燃料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暂定）（下称“格薪源公司” ）。 格薪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人民币60,000万元，分别由凯迪电力出资

51%、金湖科技出资29%，大成汉盛出资20%，出资方式为现金。

2014年8月20日，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取得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注册

号：420100000433421）。 截止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已经向格薪源公司出资29,160.00万元，其他投

资方尚未履行出资义务。 格薪源公司经营范围为生物质燃料的开发、收集、加工和利用。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000939� � �公告编号：2015—04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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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电力”或“公司” ）于2015年1月25日以传真、亲自送达

的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5年2月8日在凯迪大厦

802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应到8人，实到8人。

本次会议及其决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1、《凯迪电力2014年度董事会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凯迪电力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凯迪电力201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凯迪电力2014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将同日刊登《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武汉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2014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9,330.73万元，加年初

未分配利润97,067.55万元，提取盈余公积933.07万元，年末可供分配利润10,5465.21万元。

故提出如下分配预案：

母公司2012年、2013年、2014年的净利润分别为：30,449.45万元、205.43万元、9,330.73万元，该三

年累计39,985.61万元。

公司拟以2014年末总股本94330.88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人民币1.5元（含税），总

计派息14,149.632万元。

本年度送红股0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6、《凯迪电力2014年度财务决算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7、《凯迪电力2015年度财务预算》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8、《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详细内容将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公司审计委员会关于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从事2014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在本年度审计过程中，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既定的时间安排和工作计划实施了

年度审计，并在约定时限内完成了所有的审计工作。 在审计过程中审计小组能够按照审计准则的要求保

持审计的独立性，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取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最后对公司2014年财务报告发表了标

准无保留意见，圆满完成了本次审计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关于2015年度授权法定代表人决定公司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授信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历届董事会做出的授权办法，董事会授权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可以在董事会审议通

过的项目范围内，结合公司的资金需求，代表公司与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签订总额不超过200亿元的授信

额度协议，并签署贷款、担保、抵质押、承兑汇票、保函、信用证、票据贴现、租赁、信托等银行及其他金融机

构业务相关的法律文件。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授权期限为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关于2015年度凯迪电力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408,600万元担保额度议案》

详细内容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详见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2014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14、《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15、《关于设立凯迪电力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证券专项计划的议案》

详细内容将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6、《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17、《关于公司对武汉凯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往来及长期股权投资核销的议案》

目前,�武汉凯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已注销,公司清算价值为零。

公司账面现有其他应收款-武汉凯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1,060,000元、长期股权投资-武汉凯迪技术

贸易有限公司992,173.58元，均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请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其他应收款1,060,

000元和长期股权投资992,173.58元予以核销。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18、《关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供应生物质燃料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凯迪电力” 或“本公司” ）子公司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

（下称“格薪源” ）近日与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阳光凯迪” ）下属生物质电厂签署《燃料

供应协议》。格薪源公司将在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15年 12�月 31�日，向阳光凯迪下属生物质电厂提供

的636万吨生物质燃料， 用于阳光凯迪下属生物质电厂的生产经营。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约为 19.85亿

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由独立董事厉培明、张龙平、邓宏乾进行表决。关联董事李林芝、唐宏明、陈义生、郑朝晖、任育

杰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9、《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201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其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计结果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为保障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董事会拟续聘该公司为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 2014�

年度报酬额将根据审计、内控、及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金额为160-500万元之间。 为审

计工作发生的差旅费用由公司另行承担。

独立董事已就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咨询网的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在2015年6月30日前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8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2月10日

股票简称：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000939 � �公告编号：2014－05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第二十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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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15年2月8日在公司708会议室举行，会

议应到3人，实到3人；分别为贺佐智、徐利哲、张自军。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贺佐智先生主持，以举手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2、《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3、《2015年财务预算报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关于公司2014年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5、《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07�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进行了认真严格地审核，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1、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2、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4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未发现参与2014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4、我们保证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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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关于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体系，制订的各项内部控制制度能够适应当

前公司生产经营管理的需要，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有效。 公司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

地反映了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执行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票， 反对 0票，弃权0�票

7、《关于2015年凯迪电力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408,600万元担保额度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是有利于各子公司的项目建设及生产运营的。 公司作

为控股股东能够有效控制风险。 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程序合法、合理、公允；该项对外担保没有损害公司

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3票， 反对 0票，弃权0�票

8、《关于公司对武汉凯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往来及长期股权投资核销的议案》

目前,�武汉凯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已注销,公司清算价值为零。

公司账面现有其他应收款-武汉凯迪技术贸易有限公司1,060,000元、长期股权投资-武汉凯迪技术

贸易有限公司992,173.58元，均已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提请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上述其他应收款1,060,

000元和长期股权投资992,173.58元予以核销。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9、《关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供应生物质燃料的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凯迪电力” 或“本公司” ）子公司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

（下称“格薪源” ）近日与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阳光凯迪” ）下属生物质电厂签署《燃料

供应协议》。格薪源公司将在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15年 12�月 31�日，向阳光凯迪下属生物质电厂提供

的636万吨生物质燃料， 用于阳光凯迪下属生物质电厂的生产经营。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约为 19.85亿

元。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2015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

其为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能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审计结果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为保障公司财务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公司董事会拟续聘该公司为公司 2014�年度审计机构。 2014�

年度报酬额将根据审计、内控、及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实际情况来确定，金额为160-500万元之间。 为审

计工作发生的差旅费用由公司另行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3票， 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2月10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公告编号：2015—06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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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24家子公司（明细详见“一、担保情况概述项” ）

●担保金额：408,600万元

●本次无反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公司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97,716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第四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该项议案后，公司在本年度担保总额度内具体办理每项担保时，将不再逐项提请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批。

一、担保情况概述：

目前,�公司根据2014年整体生产经营计划、技改方案、项目建设投入以及与银行金融机构的协商情

况,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担保方式可以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的股权投资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以子公司贷款当期对应的注册资本为限)。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持股比例

最高担保额

固定资产担保

流动资金担

保（注）

小计

1 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10,000 5,000 15,000

2 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3 淮南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4 霍山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5 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18,900 5,000 23,900

6 金寨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7 霍邱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8 丰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9 酉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18,900 5,000 23,900

10 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11 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12 松滋市凯迪阳光生物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13 阳新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14 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15 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16 隆回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17 安仁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18 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19 北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5,000 5,000

20 平乐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18,900 5,000 23,900

21 浦北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00% 18,900 5,000 23,900

22 北海凯迪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100% 38,000 38,000

23 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100% 30,000 30,000

24 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 51% 50,000 100,000 150,000

合计 173,600 235,000 408,600

注：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流动资金贷款担保包含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内的票据等其他信贷业务。

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有关担保协议，待股东大会通过该项担保决议后，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内

容与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协议。 公司拟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固定资产贷款及流动资金贷款的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以及以公司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追加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祁东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4月17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6000万元

注册地址：祁东县洪丰工业园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农林废弃物收购，有机农业基地建

设。

经营状况：电厂投运稳定运行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8701.71 -76.77 4781.80 -1419.57

2、公司名称：南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4月6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南陵县籍山镇春谷南路（县质监局四楼）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的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有机农业基地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8148.07 12754.18 13467.10 3680.49

3、公司名称：淮南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10月18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淮南市潘集区碧海一村45栋201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0031.78 9556.48 6784.60 1330.64

4、公司名称：霍山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8月28日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霍山县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利用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1924.43 10233.25 8178.88 2133.25

5、公司名称：庐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3月26日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庐江县庐城镇文明中路189号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

有机农业基地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2304.30 10444.78 10117.36 2344.78

6、公司名称：金寨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6月17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金寨县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2174.32 9666.00 8289.44 1566.00

7、公司名称：霍邱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9月7日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霍邱县城北工业项目区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利用。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2486.75 10135.80 12694.69 1516.11

8、公司名称：丰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11月26日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丰都县工业园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

生物质能源产品投资和开发，有机农业基地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3770.11 9028.74 10053.65 928.74

9、公司名称：酉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1月16日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酉阳县钟多镇桃花源中路7号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

生物质能源产品投资和开发，有机农业基地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7163.07 8100.00 0 0

10、公司名称：崇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3月14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崇阳县天城镇前进路文化巷25号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5178.58 8703.00 8581.53 961.63

11、公司名称：来凤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8月15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来凤县绿水四合工业园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并网发电，试运行期内。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0950.70 6574.19 6441.77 -255.63

12、公司名称：松滋市凯迪阳光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2月27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松滋市新江口镇金松大道62号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建设及其

产品深加工。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5205.68 11278.70 14351.70 2443.67

13、公司名称：阳新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5月18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阳新县兴国大道莲花新村经贸大厦三楼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

有机农业基地建设。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9979.79 8100.00 0.00 0.00

14、公司名称：谷城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8年10月14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谷城县城关镇城垣路（县林业局办公楼二楼）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5468.97 9211.29 8996.14 1111.29

15、公司名称：江陵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3月16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江陵县郝穴镇永济路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2315.39 8100.00 0.00 0.00

16、公司名称：隆回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6月19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隆回县桃洪镇桃洪中路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5574.35 8284.81 7258.60 200.95

17、公司名称：安仁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5月29号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安仁县城关镇七一东路（农业局）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5755.17 9631.88 6961.64 1532.92

18、赤壁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1年1月25日

法定代表人：任育杰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赤壁市蒲圻办事处沿河大道217号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

有机农业基地建设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1669.61 8560.16 11562.07 361.21

19、北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7月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8100万元

注册地址：广西省北流市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31403.89 11775.00 9835.99 2747.98

20、平乐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3月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1200万元

注册地址：广西省平乐工业集中区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生物质能源林基地投资和建设，

有机农业基地建设经营状况：项目建设期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9436.54 1200.00 0.00 0.00

21、浦北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2年1月

法定代表人：陈义生

注册资本：1000万元

注册地址：广西省浦北县

经营范围：绿色能源开发与管理；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0108.73 1000.00 0.00 0.00

22、公司名称：北海凯迪生物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海市北海大道西16号海富大厦19层BCD号

法人代表： 夏藩高

注册资本：2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7年4月5日

经营范围：热电厂、码头的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货物运输代理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60108.24 1454.49 0.00 0.00

23、公司名称：河南蓝光环保发电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郑州市金水区文博东路1号院3号楼东3单元7-8层西户

法人代表：任育杰

注册资本： 43,900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3月12日

经营范围：对环保电厂建设的投资及管理、灰渣综合利用、电厂发电、供热、电器机械及器材的批发和

零售。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50096.63 28766.55 45177.52 6213.11

24、公司名称：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一号

法人代表：陈义生

注册资本： 6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8月20日

经营范围： 生物质燃料的开发、收集、加工和利用。

财务状况：截止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56725.59 29134.33 0.00 -25.66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目前公司尚未签署有关担保协议，待股东大会通过该项担保决议后，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内

容与金融机构签署担保协议。 公司拟为各控股子公司提供固定资贷款及流动资金贷款的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以及以公司对子公司的股权投资追加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为各子公司担保情况详见“一、具体担保

对象和提供的担保额度表” 项。

四、董事会意见

1、2015年，公司仍处于生物质电厂的建设期，并伴随着投运电厂的数量增加，子公司对项目建设及运

营的资金需求加大，因此公司通过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解决项目公司在建设过程中的资金需

求，保持子公司的正常生产运营，实现公司整体战略发展目标。 2、公司本次对外担保对象

均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够对控股子公司经营管理风险及财务风险进行控制。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由于

担保对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高度的业务决策权，并基于对其经营情况的充分了解，能够

做到风险可控。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担保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97,716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资产29%（公司2014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336,857.56万元）。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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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上网收费权资产证券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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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凯迪电力” 或“公司” ）进一步发展，公司拟开展电力上

网收费权的资产证券化工作，即通过公司聘请的金融机构设立“凯迪电力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证券专项

计划”（以下简称“本次专项计划” 、“专项计划” ），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券进行融资；

本专项计划的实施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专项计划的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本专项计划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专项计划作为创新型资产运作模式，其顺利实施还将受到政策环境和市场利率水平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专项计划概述

为盘活存量资产、加速资金周转、拓宽融资渠道，公司拟开展电力上网收费权的资产证券化工作，通

过金融机构设立“平安凯迪电力发电上网收费权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并通过专项计划发行资产支持证

券进行融资。

本次专项计划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16亿元，期限不超过5年，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化

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期限

等项目相关要素可能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水平通过询价方式确定，优先级资产支持

证券支付固定利率。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无票面利率、无期限收益，专项计划终止时的剩余资产由次级资产

支持证券持有人享用。 专项计划成立后，资产支持证券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二、专项计划基本情况

（一）基础资产

资产证券化的基础是存在能够产生可预测现金流的基础资产。本次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来源于公司

松滋、南陵和隆回三家电厂在未来五年经营中应收的电力上网收费收入。基础资产的收益稳定、整体风险

较低。

（二）交易结构

金融机构通过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方式募集资金并设立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向本公司购买

基础资产。在专项计划存续期间，基础资产回收资金产生的现金流将按约定划入指定账户，由专项计划托

管人根据管理人的分配指令对现金流进行分配。 在专项计划存续期内，如果出现专项账户内的资金不足

以支付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本息的情形，则由本公司及担保方（如有）补足相应差额。

（三）拟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情况

本次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向资本市场发行的证券将分为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总

发售规模不超过16亿元，其中优先级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合格投资者发售，占比约95%；次级资产支持证券

由本公司认购，占比约5%，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和次级资产支持证券的规模、期限等项目相关要素可能

因监管机构要求或市场需求进行调整。

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的发行利率将根据发行时的市场利率水平通过询价等方式确定。项目所募集的

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等。

三、专项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电力上网收费权进行资产证券化，可以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有利于公司业务更好

的开展。 本专项计划的实施，能够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优化资产结构，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率等。

四、影响专项计划的因素

由于今年年内宏观经济增长略显疲弱，而发行时的市场利率将随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而波动，因此

存在市场利率波动较大而影响融资成本，进而影响发行窗口选择的因素。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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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供应

生物质燃料的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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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事项提示

1、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凯迪电力”或“本公司” ）子公司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

（下称“格薪源” ）近日与阳光凯迪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阳光凯迪” ）下属生物质电厂签署《燃料

供应协议》。格薪源公司将在合同生效之日起至 2015年 12�月 31�日，向阳光凯迪下属生物质电厂提供

的636万吨生物质燃料，用于阳光凯迪下属生物质电厂的生产经营。 合同总金额人民币约为 19.85亿元。

2、本次交易，格薪源公司的交易对方阳光凯迪下属生物质电厂的控股方系阳光凯迪，是凯迪电力的

关联方，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在审议上述关联交易时，5名关联

董事李林芝、唐宏明、陈义生、郑朝晖、任育杰均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或预计

金额

（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向关联人供应

生物质燃料

临澧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8451 0

宿迁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223 0

监利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577 0

鄱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428 0

蕲春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8595 0

益阳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380 0

岳阳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8927 0

京山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452 0

吉安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506 0

望江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172 0

万载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374 0

桐城市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8496 0

五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9346 0

天水市凯迪阳光生物质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

8842 0

永新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7866 0

双峰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8116 0

蛟河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1713 0

汪清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776 0

桦甸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48 0

勉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5034 0

从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69 0

祁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5217 0

德安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5217 0

平乡凯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3658 0

永顺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69 0

宣城中盈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2032 0

嫩江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06 0

桂阳县凯迪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306 0

198498 0

（三）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前述关联人未发生各类关联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格薪源公司是由凯迪电力及其合作伙伴共同投资成立，该公司是抽调凯迪电力下属生物质电厂燃料

收购专业人员组成，结合凯迪电力多年燃料收购经验，为进一步提高生物质电厂燃料收购工作提供一揽

子保障及解决方案而组成的具备专业化管理水平和高效率资源配置能力的燃料供应平台。

本次交易拟向阳光凯迪下属生物质电厂统一供应不超过636万吨的生物质燃料。进行本次交易，能发

挥格薪源公司统一经营的市场优势，避免生物质燃料采购环节的恶性竞争，提高格薪源公司资源的使用

效率，降低成本。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属本公司正在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 相关基本情况可以参见公司

2014年11月26日发布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编

号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法定代

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注册号 税务登记证号

1 临澧绿色能源

临澧经济开发区安福工业

园内

陈义生

2007年7月

23日

8,100 430724000000448 430724663974703

2 宿迁绿色能源

宿迁经济开发区姑苏路北

侧

陈义生

2007年1月

31日

8,300 321300000019731 321300798323510

3 监利绿色能源

监利县容城镇玉沙大道城

东工业园

陈义生

2007年1月

10日

8�,000 421023100000677 421023795931297

4 鄱阳绿色能源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鄱阳

工业园芦田产业基地

陈义生

2007年2月8

日

6,240 361128110000236 361128796990467

5 蕲春绿色能源

蕲春县漕河镇蕲春大道

（开发区办公楼）

陈义生

2007年04月

09日

6,000 421126000014926 421126798771700

6 益阳绿色能源

益阳市高新区谢林港镇北

峰山村

陈义生

2007年2月

12日

6,000 430900000015018 430903796895849

7 岳阳绿色能源

岳阳市屈原区营田镇义南

村

陈义生

2007年3月

13日

6,240 430604000000950 430681799105021

8 京山绿色能源

京山经济开发区富水路特

1号

陈义生

2007年03月

21日

6,000 420821000019178 420821798760331

9 吉安绿色能源

江西省吉安市井冈山经济

技术开发区

陈义生

2007年02月

05日

6,000 360800210005238 36080479698784X

10 望江绿色能源

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工业

园区1号

陈义生

2005年4月1

日

8,300 340827000004700 340827772814290

11 万载绿色能源 万载县工业园 陈义生

2007年2月7

日

6,000 360922210000387 360922796989191

12 桐城绿色能源 安徽省桐城市经济开发区 陈义生

2007年2月3

日

6,000 340881000004382 340881798127667

13 五河绿色能源

安徽省蚌埠市淮上区沫河

口工业园区金潼路

陈义生

2007年2月7

日

6,000 340322000002684 340322798133119

14 天水阳光

天水经济技术开发区社棠

工业园

陈义生

2008年12月

26日

10,000 620500000005410 620503681525290

15 永新绿色能源

永新县禾川镇湘赣大道

49号

陈义生

2008年12月

11日

8,100 360830210001475 36083068094731X

16 双峰绿色能源

双峰县永丰镇五里牌经济

开发区大步村

陈义生

2007年4月

25日

8,100 431321000007654 431321799148486

17 蛟河绿色能源

蛟河市新城区管委会红星

路16号

陈义生

2010年5月

14日

14,100 220281003007460 220281555253976

18 汪清绿色能源

汪 清县 汪 清镇金 城 街

1201号

陈义生

2010年5月6

日

17,000 222424000006857 222424550498245

19 桦甸绿色能源

桦甸市公吉乡五间村公安

屯

陈义生

2011年2月

21日

17,000 220282000115106 220282565096417

20 勉县绿色能源 勉县周家山镇明星村 陈义生

2010年6月8

日

6,000 612325100003990 610725555674869

21 从江绿色能源

从江县城北上区月亮湾对

面A栋6楼

陈义生

2010年12月

31日

8,100 522633000041611 522633565038321

22 祁阳绿色能源 祁阳县白水镇建业路6号 陈义生

2008年9月5

日

8,100 431121000005173 431121680303514

23 德安绿色能源

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林业

局四楼

陈义生

2009年7月

13日

8,100 360426110000247 360426690970636

24 平乡绿色能源 平乡县文明路东段 陈义生

2011年6月

20日

1,000 130532000006048 431121680303514

25 永顺绿色能源 湖南省永顺县灵溪镇湘潭 陈义生

2010年9月

21日

8,100 433127000005486 433127561733167

26 宣城绿色能源 宁国市港口生态工业园区 陈义生

2011年9月

19日

8,100 341881000054387 342524583013929

27 嫩江绿色能源

黑龙江省黑河市嫩江县林

业局办公楼一楼

陈义生

2010年12月

15日

10,000 231121100012466 231121565169794

28 桂阳绿色能源

桂阳县龙潭街道蔡伦路林

业局办公楼

陈义生

2009年3月2

日

8,100 431021000003247 431021685027184

3、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阳光凯迪分别持有本次交易对方51%-100%股权，与公司属于同一控制人。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生物质燃料（碎料），总量不超过636万吨。

2、权属状况

农林废弃物。

3、关联交易的价格确定

本项关联交易的转让价格是由交易双方按市场原则且不低于供应给凯迪电力下属生物质电厂的条

件确定。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 交易价格:入厂价312元/吨，（标准热值：2300大卡）

2、 生效条件：需经凯迪电力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结算方式：现金

4、 交货期：合同生效之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保障燃料市场的价格稳定，提高上市公司资源的利用效率，提升格薪源公司市

场地位，增强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预案合理、

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七届四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的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八、备查文件

1、 七届四十九次董事会决议

2、 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0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公告编号： 2015—09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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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情况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凯迪” ）的通知，阳光凯迪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中的74,200,000� 股，质押

给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 ）用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初始交易日为

2015�年 2�月 9日，回购交易日为 2016年 2月4日，上述质押已在金元证券办理了相关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阳光凯迪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269,359,4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49%，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被质押的本公司股份合计74,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87%。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0日

股票简称： 凯迪电力 股票代码： 000939�公告编号： 2015—10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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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阳光凯迪新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凯迪” ）的通知，阳光凯迪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协议” ，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中的44,800,000� 股，质押给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融证券” ）用于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截至本公告日，阳光凯迪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269,359,4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8.49%，均为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被质押的本公司股份合计44,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3%。

特此公告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10日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报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 我们作为

公司独立董事参加了本次会议， 并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我们客观、独立的判断，发表如下独立意

见：

一、关于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的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和执行的实际情

况。 现行的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有效，为公司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经营目标的全面落实提供了保障。

二、关于2015年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408,600万元担保额度的独立董事意见

董事会根据公司2014的经营计划以及项目建设的需求， 对201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进行

了审议。 我们认为董事会所审议的担保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由于担保对

象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高度的业务决策权，并基于对其经营情况的充分了解，能够做到风

险可控。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担保事

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的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15年2月10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于会前审阅了上述议案，并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现对该事项发表以下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

政策和实际情况。同意公司董事会的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上述预案提交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

监发【2003】56号）和《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 、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2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要求，以及中国证监会《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独立董事，现对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作如下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本公司实际发生的担保总额为97,716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占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资产29%（公司2014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336,857.56万元）。

公司对外担保按照《公司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

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

审议程序；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没有迹象显示担保可能承担偿债风

险。

五、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2015年度审计费用的独立意见

经认真审阅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关于《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 2015�年度审

计费用的议案》，我们认为：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下称“众环海华” ）是一家专业化、规模化的大型会

计师事务所，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我们同意续聘众环海华为

公司 2015�年度审计机构。 聘请众环海华为 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决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

六、关于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供应生物质燃料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1、 关于凯迪电力子公司格薪源生物质燃料有限公司向凯迪阳光生物能源投资有限公司采购生物质

燃料的关联交易的事宜，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我们事前认可。

2、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的要求，预案合理、可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4、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及相关部门批准。

5、同意董事会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总体安排。

独立董事： 张龙平

邓宏乾

厉培明

2015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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