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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承诺

为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时的承诺，避免同业竞争，满足监管机构要求，大唐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尽快启动本公司与龙滩公司的整合工作，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上报监管部

门审批，争取在2015年内完成本公司与龙滩公司的整合。

2、提高桂冠电力的核心竞争力

龙滩公司注入后，将有助于提高公司的装机容量，扩大公司市场份额，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

争力；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迅速扩大水电主营业务规模，全面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实现规模与业

绩的同步增长。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15年1月29日，桂冠电力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普

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议案；

2、2015年1月29日，桂冠电力与大唐集团、广西投资、贵州产投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3、2015年4月20日，龙滩公司股东会2014年度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东转让公司股权的议案》；

4、2015年5月12日， 本次交易所涉及的目标资产的评估结果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备案编号：

20150020）；

5、2015年6月9日， 桂冠电力与大唐集团、 广西投资、 贵州产投签署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

议》；

6、2015年6月9日，桂冠电力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议案；

（二）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1、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2、桂冠电力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并发行优先

股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

3、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方案。

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一）交易概述

1、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大唐集团、广西投资和贵州产投。

2、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为大唐集团、广西投资和贵州产投合计持有的龙滩公司100%股权。

3、 本次重组中， 本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即

4.59元/股，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即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的决议公告日。 在定价基准日后至本次交易实施前，本公司如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

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致使本公司股票需要进行除权、除息的情况，则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上市公司2014�年度拟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1.3�元

（含税）进行利润分配，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80,449,514.00股，预计现金分配利润数

296,458,436.82元。 2014年度盈余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2015年5月28日，该预案经本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据此，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的价格相应调整为4.46元/股。

4、本次重组中，标的资产龙滩公司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并经主管国资部门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

（二）标的资产估值和作价情况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备案编号：20150020）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

(2015)第1030号），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龙滩公司100%股权经审计的账面总资产

为248.10亿元， 总资产评估值约为362.82亿元， 以此计算的评估增值率为46.24%； 标的资产龙滩公司

100%股权的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54.00亿元，净资产评估值约为168.72亿元，以此计算的评估增值率

为212.44%。

（三）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的简要情况

1、普通股发行价格

本次重组中本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即4.59元

/股，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即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的决议公告日。 在定价基准日后至本次交易实施前，本公司如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致使本公司股票需要进行除权、除息的情况，则上述发行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

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上市公司2014�年度拟按每10�股派现金红利1.3�元

（含税）进行利润分配，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80,449,514.00股，预计现金分配利润数

296,458,436.82元。 2014年度盈余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不转增股本。 2015年5月28日，该预案经本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据此，本次交易股份发行的价格相应调整为4.46元/股。

2、普通股发行种类及面值

本次重组中拟发行的、用以收购标的资产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1.00元。

3、购买资产金额和普通股发行数量

根据标的资产龙滩公司100%股权估值计算，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总额为168.72亿元，根据

本次重组的交易方式，本公司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3,782,918,026股。 最终发行普通

股的数量将根据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价格确定，并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结果为准。 在定价

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进行任何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致使本公司

股票需要进行除权、除息的情况，发行数量将根据发行价格的变化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4、普通股限售期安排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大唐集团承诺，通过本次交易所认购获得的桂冠电力新增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但是，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4号》等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

文件相关规定的转让不受此限。 此外，大唐集团还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从龙滩公司股权交割完毕起计

算）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大唐集团本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

份发行价格，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大唐集团本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份发行

价格，大唐集团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6个月。

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广西投资和贵州产投承诺，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

个月内不得转让。 但是，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4号》等适用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法律文件

相关规定的转让不受此限。

大唐集团、广西投资和贵州产投同时承诺：如本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

在形成调查结论以前，不转让在桂冠电力拥有权益的股份，并于收到立案稽查通知的两个交易日内将暂

停转让的书面申请和股票账户提交桂冠电力董事会，由董事会代为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申请锁

定；未在两个交易日内提交锁定申请的，授权董事会核实后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

司的身份信息和账户信息并申请锁定；董事会未向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报送本公司的身份信息和

账户信息的，授权证券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直接锁定相关股份。如调查结论发现存在违法违规情节，本

公司承诺锁定股份自愿用于相关投资者赔偿安排。

（四）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本次重组拟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本次发行的优先股为附单次跳息安排的固定股息、非累积、非

参与、可赎回但不设回售条款、不可转换的优先股。

本次优先股向符合《优先股试点管理办法》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行，本次优先股发

行对象不超过200人，且相同条款优先股的发行对象累计不超过200人。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原股东优先配

售。 本次优先股发行数量不超过1,900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9亿元，且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100%，具体发行数量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与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募

集的配套资金将用于投资本公司体内风电项目以及补充本公司与标的资产龙滩公司的流动资金。

本次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以重大资产购买行为的实施为前提条件，但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并

不影响重大资产购买行为的实施。

（五）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关联交易

在本次交易中，本公司拟购买龙滩公司100%股权。基于本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与龙滩公

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项 目 占 比

交易金额占本公司期末总资产的比例 76.19%

标的资产期末总资产占本公司期末总资产的比例 112.05%

交易金额占本公司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290.04%

标的资产期末净资产占本公司期末净资产的比例 92.84%

标的资产年度营业收入占本公司年度营业收入的比例 63.32%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需按规定进行相应信息披露；同时，本

次交易涉及发行普通股购买资产及发行优先股募集配套资金，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

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大唐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50.51%的股份，广西投资直接持有本公司19.25%的

股份，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

案时，关联董事、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六）本次交易符合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根据《收购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相关投资者可以免于按照前款规

定提交豁免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 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三)在一

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 司已发行股份的50%的， 继续增加其在该公司拥有的

权益不影响该公司的上市地位；”

本次重组前，大唐集团持有本公司1,151,922,693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50.51%，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重组完成后，大唐集团将持有公司3,610,819,41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59.55%，仍为公司控股股

东。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上述免于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条件。

（七）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仍为大唐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本次重组不会导致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本次重组亦不构成借壳上市。

四、本次交易对于上市公司的影响

在本次交易前，本公司主要在华南地区从事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水电站、火电厂业务。本公司本次购

买的龙滩公司也位于广西，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所从事的水力发电业务在地域、装机规模以及发电量

等方面都将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壮大。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已投产的总装机容量将由交易前的567.25万千瓦 （其中水电410.90万千

瓦）增加至1,057.25万千瓦（其中水电900.9万千瓦），增加比例约为86.4%；权益装机容量由交易前的

432.03万千瓦（其中水电297.98万千瓦）增加至922.03万千瓦（其中水电787.98万千瓦），增加比例约为

113.4%。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大唐集团持有桂冠电力的股份数量将由发行前的1,151,922,693股增加至

3,610,819,410股，持股比例将由50.51%提高至59.55%，仍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权变化相关明细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发行前股数

（亿股）

发行前股比

发行后股数

（亿股）

发行后股比

大唐集团 11.519 50.51% 36.108 59.55%

广西投资 4.389 19.25% 15.738 25.96%

贵州产投 - 0.00% 1.891 3.12%

其他股东 6.896 30.24% 6.896 11.37%

总股本 22.804 100.00% 60.633 100.00%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资产规模将大幅增加。 考虑到龙滩公司良好的盈利能力，本次交易完成后，

公司合并报表的营业收入、净利润都将有所提高，从而提高上市公司业绩水平，增强公司竞争实力。

1、本次交易对公司资产规模的影响

单位：万元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实际数

（合并报表）

备考数

（合并报表）

增长

比率

实际数

（合并报表）

备考数

（合并报表）

增长

比率

总资产 2,184,464.09 4,671,332.04 113.84% 2,214,229.19 4,644,133.92 109.74%

所有者权益 608,189.85 1,204,469.84 98.04% 581,682.16 1,230,687.23 111.57%

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

益

412,385.07 1,008,665.06 144.59% 391,323.96 1,040,329.04 165.85%

2、 本次交易对公司营运能力的影响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公司交易前后营运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2014年12月31日

实际数（合并报表） 备考数（合并报表） 增长比率

总资产周转率 0.26 0.21 -19.23%

流动资产周转率 2.41 2.89 19.92%

应收账款周转率 9.60 12.03 25.31%

存货周转率 16.23 20.73 27.73%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交易前后营运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2015年3月31日

实际数（合并报表） 备考数（合并报表） 增长比率

总资产周转率（年化） 0.24 0.21 -12.50%

流动资产周转率（年化） 1.99 2.34 17.59%

应收账款周转率（年化） 8.28 9.81 18.48%

存货周转率（年化） 16.57 21.77 31.38%

注：（1）总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平均余额；

（2）流动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流动资产平均余额；

（3）应收账款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4）存货周转率=主营业务成本/存货平均余额。

3、 本次交易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公司交易前后偿债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实际数

（合并报表）

备考数

（合并报表）

增长

比率

实际数

（合并报表）

备考数

（合并报表）

增长

比率

资产负债率

（合并口径）

72.16% 74.22% 2.85% 73.73% 73.50% -0.31%

利息保障倍

数

2.66 3.30 23.71% 2.33 2.48 6.44%

流动比率 0.54 0.51 -6.92% 0.82 0.70 -14.63%

速动比率 0.51 0.49 -4.74% 0.76 0.67 -11.84%

注：（1）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2）利息保障倍数=息税前利润/利息支出；

（3）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4）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

4、 本次交易对公司盈利能力指标的影响

公司本次交易前后主要盈利能力指标如下表所示：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实际数

（合并报表）

备考数

（合并报表）

实际数

（合并报表）

备考数

（合并报表）

毛利率 46.60% 57.79% 40.65% 49.80%

净利润率 22.38% 35.41% 16.75% 24.3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7（年化） 0.51（年化） 0.26 0.32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化） 30.59%（年化） 15.15% 18.38%

注：（1）毛利率=毛利/主营业务收入；

（2）净利润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3）基本每股收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

（4）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 本次交易对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影响

公司本次交易前后营业收入、净利润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实际数

（合并报表）

备考数

（合并报表）

增长

比率

实际数

（合并报表）

备考数

（合并报表）

增长

比率

营业收入 134,406.54 243,872.31 81.44% 570,338.44 931,361.69 63.30%

净利润 31,104.51 86,361.63 177.65% 95,067.21 226,946.89 138.72%

第二章 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信息

中 文 名 称

英 文 名 称

：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Guangxi�Guiguan�Electric�Power�Co.,Ltd.

设 立 时 间 ： 1992年9月4日

股 票 上 市 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 桂冠电力

股 票 代 码 ： 600236.SH

法 定 代 表 人 ： 王森

注 册 资 本 ： 2,280,449,514元

工 商 注 册 号 ： 450000000014361

税 务 登 记 号 码 ： 450100198224236

公 司 住 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26号

公 司 办 公 地 址 ：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民族大道126号

邮 政 编 码 ： 530022

通 讯 方 式 ：

电话：（0771）6118880

传真：（0771）6118899

联系人：张云

公司网址：http://�www.ggep.com.cn

电子信箱：zhangyun@ggep.com.cn;ggep@ggep.com.cn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情况

本公司是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改委桂体改股字[1992]6号文批准，由广西电力工业局（现已更名为

“广西电网公司” ）、广西建设投资开发公司（于1996年改制成为“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并于

2002年6月正式更名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投资” ）、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信托

投资公司、交通银行南宁分行作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公司总股本为

520,000,000股。

（二）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1994年，为增强公司滚动开发红水河的实力，经公司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国家电力部（电

办[1993]229号文）、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改委（桂体改股字[1995]2号文）批准，将红水河上已运行多年装

机容量40万千瓦的大化水电厂经营性资产自1994年1月1日起投入桂冠电力。 其净资产作为国有股由广

西电力工业局持有，计863,712,100股；另外债务中的31,237.70万元由广西建设投资开发公司偿还，并

相应转为312,377,000股股权，由广西建设投资开发公司持有，至此公司总股本达到1,696,089,100股。

1998年4月，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改委体改股字[1998]8号文批准，广西电力工业局协议受让发起人

中国工商银行广西分行、 交通银行南宁分行在公司中拥有的股权， 股数分别为80,000,000股、10,170,

000股，同时受让募集法人股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分行认购的30,000,000股，广西电力工业局在公司中拥

有的股权增加至1,087,611,900股。 银行股权转让后，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应调整为：广西电力工业局持股

数为1,087,611,900股，占64.12%；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数为393,797,000股，占23.22%；募

集法人股114,680,200股，占6.76%；内部职工股100,000,000股，占5.90%。

1998年4月13日， 经公司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体改委体改股字

[1998]8号文批准，公司股份按照3：1同比例缩股，公司的总股本相应调整为565,363,033股。

1999年4月21日，公司根据财政部《关于百龙滩水电站建设期派息问题处理方案》（财会函字[1999]

11号文）精神及《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六次股东大会关于1993年至1995年派息问题处理的

决议》，在原股本金总额565,363,033元的基础上减少股本金193,592,700元，股份总数由565,363,033

股减为371,770,333股，每股面值1元，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193,592,700股，每股面值1元，转增比例

为每10股转增5.2073197567股，公司总股本由371,770,333股增加至565,363,033股。

2000年3月7日，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票110,000,000股，并于2000年3月23日在

上交所挂牌交易。 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达到675,363,033股，股本结构调整为：

股份性质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发起人股 493,802,967 73.12

其中：国有股 493,802,967 73.12

其中：广西电力工业局 362,537,300 53.68

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31,265,667 19.44

募集法人股 38,226,733 5.66

内部职工股 33,333,333 4.94

流通A�股 110,000,000 16.28

总股本 675,363,033 100.00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证监发行字[2000]

14号文）批复，同意公司内部职工股在公司A股发行之日起，期满三年后上市流通。据此，公司内部职工股

于2003年3月7日在上交所上市流通，流通股本增加至143,333,333股，公司已无内部职工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3]66号文核准，2003年6月30日，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80,000万

元，发行800万张，每张面值100元，发行价格100元/张，于2003年7月15日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2005年6月22日，公司实施了2004年度分红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具体为10转增10派2.2元，至此，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350,727,174股。

根据国务院国函[2003]16号文及国家经贸委国经贸电力[2003]171号文，广西电网公司持有公司的

股份以行政划拨方式转至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大唐集团” ），公司于2006年6月9日接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广西电网公司已将持有公司725,074,600股

的股份过户至大唐集团。

2006年7月，公司实施了10送2.5股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由于股权登记日前部分可转换债券进行了

转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为1,365,033,515股。

2008年6月29日， 公司可转换债券到期， 累计转股129,166,444股， 累计回售的可转债数量为28,

982,000元（面值），未转股的可转换债券余额179,000元，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479,892,510股。

公司200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的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采用以非公开发行股

份和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拥有的岩滩公司70%股权的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

易事宜于2009年12月底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2010年2月20日， 公司收到中国

证监会《关于核准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0]195号），核准本公司向大唐集团发行1.49亿股人民币普通股购买相关资产，发行

价格为人民币8.18元。 2010年3月5日完成股份变更登记。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628,892,510股。

2010年4月22日， 公司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向登记日

（2010�年 5�月 5日）的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1�元人民币 (含税)� ；每股送红股 0.1� 股（含

税），共162,889,251股；以任意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每股转增 0.3� 股（含税），共488,667,753股，

2010�年 5�月 6�日除权，2010�年 5�月 12�日实施完毕。 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280,449,514股。

2007年5月28日，南宁市信托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南宁信托” ）以其具备破产原因为由向南宁市中

级人民法院申请进行破产清算，2011年1月10日，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其破产清算申请，并同时指定

广西远东律师事务所（现更名为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担任南宁信托破产管理人，依法对南宁信

托财产进行管理、清算。广西投资与南宁信托破产管理人于2012年8月21日签署《上市公司股份划转协议

书》，约定南宁信托将其持有的8,771股（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相应股数）桂冠电力股票无偿划

转给广西投资偿还垫付对价，股份过户完成后，广西投资同意出具该协议项下法人股非限售流通所需的

书面文件，配合南宁信托破产管理人办理南宁信托所持桂冠电力股票上市流通所需的相关手续。 大唐集

团与南宁信托破产管理人于2012年10月15日签署《上市公司股份划转协议书》，约定南宁信托将其持有

的24,228股（200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相应股数）桂冠电力股票无偿划转给大唐集团偿还垫付对

价，股份过户完成后，大唐集团同意出具该协议项下法人股非限售流通所需的书面文件，配合南宁信托破

产管理人办理南宁信托所持桂冠电力股票上市流通所需的相关手续。 截至2013年4月19日，上述股份已

完成相应划转工作，大唐集团持股数量由1,151,898,465变为1,151,922,693股，广西投资持股数量由

438,939,417变为438,948,188股。

2013年4月25日，桂冠电力股东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解除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数量8,771股，

股东南宁市信托投资公司解除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份数量433,669股，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

数量共计442,440股，占公司截至2012年12月31日股份总数的0.019%。 本次上市后股改限售流通股剩余

数量为1,152,219,280股。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份性质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151,922,693 50.51

其中：国家持股 1,151,922,693 50.51

其中：大唐集团持有 1,151,922,693 50.51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1,128,526,821 49.49

其中：人民币普通股 1,128,526,821 49.49

股份总数 2,280,449,514 100.00

三、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2013年初，本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拟以发行普通股的方式收购大唐集团、广西投资和贵州产

投分别持有的龙滩公司55.25%、25.50%和4.25%的股权，并公告了重组预案、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

2013年6月20日，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议该次重组方案。 经出席股东投票表决，该次重组方案未获

得通过。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大唐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50.51%的股权，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大唐集团成

立于2003年4月9日，注册资本1,800,931.69万元，法定代表人陈进行，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

街1号。 大唐集团负责经营集团公司及有关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并由集团公司拥有的全部国有资产。

控股股东具体情况请参见本报告书“第三章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控制关系图

大唐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公司与大唐集团及国务院国资委之间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所示：

（三）公司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未发生变动。

（四）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截止2015年3月31日，本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1,151,922,693 50.51

2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438,948,188 19.25

3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7,796,391 0.78

4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0,096,167 0.44

5 童建国 10,000,000 0.44

6 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9,043,577 0.40

7 蔡东育 5,692,637 0.25

8 田荣华 5,181,900 0.23

9 中信证券积极策略2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4,821 0.22

10 广发中证百度百发策略1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4,444,400 0.15

五、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本公司的经营范围：开发建设和管理水电站、火电厂和输变电工程，独资、联营开办与本公司主营有

关的项目，电力金融方面的经济技术咨询，兴办宾馆、饮食、娱乐业、日用百货、通用机械、电子产品、电子

器材的销售。

电力为公司的主要产品，公司主要从事水力发电业务，同时经营火电和风电业务。截至本报告书出具

之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主要投资单位 注册地 注册资本金（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大唐岩滩水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大化县 85,112.95 70

电力开发、建设、经营，工程咨询及设备

采购

广西桂冠开投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南宁市 75,000.00 52

开发和经营水电站， 与电力有关的经济

技术咨询，国内商业贸易（国家有专项

规定的除外）

广西平班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南宁市 30,000.00 35

水利、电力建设的投资，运营及管理；建

筑材料的销售；经济技术咨询

茂县天龙湖电力有限公司 四川茂县 15,600.00 100

电力生产、销售、电力项目的开发设计建

设、电力设备制造、检修、电力技术服务、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与开发

茂县金龙潭电力有限公司 四川茂县 15,000.00 100

电力生产、销售、电力项目的开发设计建

设、电力设备制造、检修、电力技术服务、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与开发等

大唐桂冠合山发电有限公司 广西合山市 112,154.00 83.24

投资开发和管理火电站， 与电力经济有

关的经济技术咨询， 日用品及机械电子

设备销售，粉煤灰、脱硫石膏的销售（凡

涉及许可证的项目凭许可证在有效期限

内经营）

大唐山东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烟台市 47,400.00 100

电力项目投资及经营管理，电力技术

的研究及咨询服务。 （以上项目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国家

法律、 行政法规限定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四川川汇水电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平武县 19,962.49 100

水电项目投资、开发，电力生产，电力生

产建设所需物资的销售，电力技术服务，

高新技术开发。（国家禁止、限制及需取

得专项许可的除外）

福建安丰水电有限公司 福建南平市 3,000.00 66

水力发电。 （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

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

方可经营）

福建省集兴龙湘水电有限公司 福州永泰县 2,600.00 100

水电开发和经营。（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应在取得有关

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大唐桂冠盘县四格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贵州盘县 500 100

风力发电场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提

供风力发电规划、 技术咨询及运行维护

服务

浙江纵横能源实业有限公司 浙江杭州市 10,000.00 100

能源建设项目投资及管理， 基础设施项

目的投资及管理，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

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

规规定禁止、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最近三年公司主营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2012年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完成上网电量为206.13亿千瓦时。 其中，火电57.21亿千瓦时；水电

146.33亿千瓦时；风电2.59亿千瓦时。 公司2012年完成营业收入519,817.61万元。

2013年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完成上网电量为183.09亿千瓦时。 其中，火电 59.78亿千瓦时；水

电120.01亿千瓦时；风电3.30亿千瓦时。 公司2013年完成营业收入494,410.29万元。

2014年公司直属及控股公司电厂完成上网电量为225.30亿千瓦时。 其中，火电49.59亿千瓦时；水电

172.04亿千瓦时；风电3.67亿千瓦时。 公司2014年完成营业收入570,338.44万元。

六、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以及2015年一季度的主要财务数据指标如下：

（一）财务报表简表

1、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合并口径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2,184,464.09 2,214,229.19 2,192,666.17 2,177,184.08

负债合计 1,576,274.25 1,632,547.04 1,683,065.13 1,687,030.67

所有者权益合计 608,189.85 581,682.16 509,601.04 490,153.4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权益合计

412,385.07 391,323.96 346,708.51 333,296.55

母公司口径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964,292.79 965,952.16 1,025,384.03 1,088,771.21

负债合计 635,680.94 641,569.81 701,138.83 758,190.25

所有者权益合计 328,611.85 324,382.36 324,245.20 330,580.96

2、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合并口径 2015年一季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134,411.77 570,338.44 494,410.29 519,817.61

营业利润 34,063.07 109,380.94 37,770.06 48,992.51

利润总额 34,499.66 114,447.10 41,452.69 53,628.48

净利润 30,086.72 95,067.21 34,434.30 43,214.3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0,874.45 59,281.14 22,533.76 28,663.08

母公司口径 2015年一季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19,271.09 73,831.67 56,461.42 63,593.83

营业利润 3,766.34 11,879.48 3,004.65 20,106.03

利润总额 4,031.95 11,804.55 2,988.29 19,992.03

净利润 4,042.83 11,802.86 2,786.04 20,009.69

3、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合并口径 2015年一季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5,473.79 321,805.93 239,112.19 205,527.9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523.78 -56,875.27 -127,727.41 -163,598.9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9,408.41 -197,797.12 -110,225.15 -68,237.5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541.59 67,113.54 1,159.64 -26,308.52

母公司口径 2015年一季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43.34 44,377.21 27,201.74 32,352.4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81.16 52,988.80 100,189.00 42,878.4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019.51 -111,911.42 -106,982.95 -61,644.4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0,357.33 -14,545.41 20,407.78 13,586.42

（二）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2012年度、2013年度、2014年度以及2015年一季度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所示：

2015年一季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资产负债率 72.16% 73.73% 76.76% 77.4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口径） 65.92% 66.42% 68.38% 69.64%

资产周转率 0.24（年化） 0.26 0.23 0.24

净利润率 22.38% 16.67% 6.96% 8.31%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20.25%（年化） 15.15% 6.50% 8.60%

注1：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注2：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平均余额；

注3：净利润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注4：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七、上市公司合法经营情况

最近三年，桂冠电力及其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未受到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

最近三年内，桂冠电力及其管理人员不存在的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或受过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的情况。

第三章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大唐集团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中 文 名 称 ：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英 文 名 称 ： China�Datang�Corporation

设 立 时 间 ： 2003年4月9日

法 定 代 表 人 ： 陈进行

注 册 资 本 ： 1,800,931.69万元

企 业 类 型 ： 全民所有制

工 商 注 册 号 ： 100000000037789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 110102710931109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 71093110-9

注 册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1号

办 公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广宁伯街1号

邮 政 编 码 ： 100033

电 话 号 码 ： 010-66586666

传 真 号 码 ： 010-66586677

公 司 网 址 ： http://www.china-cdt.com

电 子 邮 箱 ： webmaster@china-cdt.com

经 营 范 围 ：

经营集团公司及有关企业中由国家投资形成并由集团公司拥有的全部国有资产； 从事电力能源的开发、投

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电力设备制造、设备检修与调试；电力技术开发、咨询；

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承包与咨询；新能源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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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二）历史沿革情况

大唐集团是在原国家电力公司部分企事业单位基础上组建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是国务院同意进行国

家授权投资的机构和国家控股公司的试点。 大唐集团根据国务院“国发【2002】5号”《关于印发电力体

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国函【2003】16号”《关于组建中国大唐集团公司有关问题的批复》、国家

经济贸易委员会“国经贸电力【2003】171号”《关于印发<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组建方案>和<中国大唐集

团公司章程>的通知》等文，于2002年12月29日正式组建，2003年4月9日完成注册登记。

（三）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2005年9月21日审定的大唐集团《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大唐集团实收资

本为15,393,777,000元，该注册资金全部为国家资本金，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根据国务院国资委2013年7月11日审定的大唐集团《国家出资企业产权登记证》，大唐集团实收资

本为18,009,316,900元，该注册资本全部为国家资本金，由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

此后，大唐集团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更。

（四）主要业务发展情况

大唐集团主营业务为电力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组织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

大唐集团的发展战略是建设成经营型、控股型，市场化、集团化、现代化、国际化，具有较强发展能力、

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的国际知名能源公司。

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在役及在建资产分布在全国31个省区市以及境外的缅甸、老挝、

柬埔寨、哈萨克斯坦等国家。 2010年7月，中国大唐集团公司首次入选世界500强企业，居412位。 2011年7

月，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再次入选世界500强企业，排名升至374位，比上年度提升了38位。 2012年7月，中国

大唐集团公司第三次入选世界500强企业，位居369位，比上年度提高5位。

最近三年大唐集团主营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2011年，大唐集团总装机容量为11,105.70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8,772.4万千瓦，水电装机容

量为1,642.1万千瓦， 风电装机容量为675.7万千瓦， 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5.55万千瓦； 总发电量为5,

080.20亿千瓦时。

2012年，大唐集团总装机容量为11,380.22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8,879.80万千瓦，水电装

机容量为1,656.59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为820.16万千瓦，太阳能装机容量23.68万千万，总发电量为

5,059.59亿千瓦时。

2013年，大唐集团总装机容量为11,538.73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容量为8,767.60万千瓦，水电装机

容量为1,779.09万千瓦，风电装机容量为937.37万千瓦；总发电量为5,130.82亿千瓦时。

（五）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职京SJ[2013]1345号审计报告、天职业字

[2014]8180号审计报告以及天职业字[2015]8733号审计报告，大唐集团2012年、2013年以及2014年度主

要财务数据及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1、大唐集团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度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72,036,324.45 69,799,732.75 65,593,551.55

负债合计 60,032,814.19 60,633,160.46 57,292,827.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003,510.27 9,166,572.29 8,300,724.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4,131,400.12 2,239,718.74 1,812,683.53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收入 18,587,307.40 19,029,227.40 19,161,222.87

营业利润 1,017,257.43 989,836.88 331,709.22

利润总额 1,205,790.44 1,096,138.42 602,360.08

净利润 630,516.89 735,291.12 379,206.37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09.06 122,449.07 -85,297.13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523,072.62 5,081,218.82 4,218,853.4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39,255.98 -5,159,927.12 -6,261,641.2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9,093.72 71,386.33 1,472,899.50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3,734.23 -6,425.71 -569,735.76

2、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大唐集团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度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资产负债率 83.34% 86.87% 87.35%

资产周转率 0.26 0.28 0.30

净利润率 3.39% 3.86% 1.98%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0.17% 5.47% -4.71%

注：（1）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2）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平均余额；

（3）净利润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4）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六）股权结构及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1、股权结构

大唐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国有独资企业，即大唐集团的全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大唐集团的股权控制图如下：

2、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大唐集团主要下属企业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表决权比例

一、发电业务板块

1

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市 电力生产 1,331,003.76 31.10% 34.71%

2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 风力发电 727,370 57.37% 65.61%

3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省长沙市 电力生产 71,164.80 33.34% 33.34%

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

广西省南宁市 水力发电 228,044.95 50.51% 50.51%

5 龙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广西省南宁市 水力发电 486,000.00 65.00% 65.00%

6

大唐集团广西聚源电力

有限公司

广西省南宁市 水力发电 20,000.00 65.00% 65.00%

7

中国大唐集团科学技术

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市 科技服务 10,000.00 100.00% 100.00%

8

中国大唐集团海外投资

有限公司

北京市 水力发电 183,477.66 100.00% 100.00%

9

柬埔寨水电开发有限公

司

柬埔寨王国金

边市

水电开发 500.00万美元 51.00% 51.00%

10 大唐河北发电有限公司

河北省石家庄

市

火力发电 300,198.56 100.00% 100.00%

11 大唐贵州发电有限公司 贵州省贵阳市 电力 177,265 100.00% 100.00%

12 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 山东省青岛市 火力发电 269,900.46 100.00% 100.00%

13 大唐河南发电有限公司 河南省郑州市 电力 210,000.00 100.00% 100.00%

14

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

司

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

火力发电 292,318.03 100.00% 100.00%

15 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 吉林省长春市

电力、热力生产及

供应

366,258.61 62.56% 100.00%

16 大唐甘肃发电有限公司 甘肃省兰州市

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

566,105.63 55.76% 100.00%

17 大唐陕西发电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

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566,309.91 61.77% 100.00%

18 大唐户县第二热电厂 陕西省西安市 发电及供热 44,672.00 100.00% 100.00%

19

大唐彬长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陕西省咸阳市 火力发电 90,030.00 76.42% 80.00%

20

阳城国际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 火力发电 325,802.73万美元 29.00% 29.00%

21

大唐阳城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山西省晋城市

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104,000.00 41.00% 41.00%

22

大唐山西新能源有限公

司

山西省太原市 风力发电 22,870.00 100.00% 100.00%

23

江苏徐塘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江苏省邳州市 火力发电 91,146.00 50.00% 50.00%

24

大唐苏州热电有限责任

公司

江苏省吴江市 发电供热 25,800.00 100.00% 100.00%

25

大唐大丰光伏发电有限

公司

江苏省大丰市

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2,600.00 100.00% 100.00%

26

大唐泰兴热力有限责任

公司

江苏省泰兴市

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440.00 90.00% 90.00%

27 大唐南京发电厂 江苏省南京市 火力发电 103,605.01 100.00% 100.00%

28

安徽省合肥联合发电有

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 电力生产 116,000.00 27.50% 27.50%

29

马鞍山当涂发电有限公

司

安徽省马鞍山

市

电力销售、热力销

售

57,845.00 100.00% 100.00%

30

安徽淮南洛能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安徽省淮南市 电力销售 142,000.00 52.80% 52.80%

31

大唐淮北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安徽省淮北市

生产、经营电力及

电力相关产品

15,685.00 98.44% 98%

32

大唐安庆生物质能发电

有限公司

安徽省安庆市

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业

5,343.00 66.67% 65.00%

33 安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 发电 53,528.00 50.00% 50.00%

34

大唐丘北风电有限责任

公司

云南省文山州 风力发电 13,100.00 100.00% 100.00%

35

大唐宣威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云南省宣威市 水力发电 13,400.00 58.50% 80.00%

36 云南新景电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玉溪市 水力发电 9,000.00 95.00% 95.00%

37

大唐宾川水电有限责任

公司

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

电力生产及销售 8,080.00 100.00% 100.00%

38

大唐洱源凤羽风电有限

责任公司

云南省大理白

族自治州

风力发电 15,800.00 100.00% 100.00%

39

大唐芒里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云南省芒市

电力投资、生产销

售

5,698.46 51.00% 61.00%

40

大唐观音岩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水电开发、运营 250,756.00 70.00% 70.00%

41

大唐广元风电开发有限

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 风力发电 2,000.00 100.00% 100.00%

42

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

开发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 发电 276,121.00 61.42% 55.00%

43

大唐四川川北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

四川省广元市 水力发电 35,342.00 100.00% 100.00%

44

大唐眉山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四川省眉山市 水力发电 24,588.00 100.00% 100.00%

45

大唐四川水电开发有限

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 水力发电 51,552.00 100.00% 100.00%

46

大唐雅安电力开发有限

公司

四川省雅安市 水力发电 73,662.00 100.00% 100.00%

47

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湖南省湘潭市 火力发电 171,784.39 48.19% 48.19%

48

大唐衡阳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

湖南省衡阳市 电力生产 4,046.31 66.23% 66.23%

49 大唐新疆发电有限公司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乌鲁木齐

市

火力发电 84,802.40 100.00% 100.00%

50

大唐西藏波堆水电开发

有限公司

西藏自治区林

芝地区波密县

水电 24,838.00 72.41% 100.00%

51

赤峰大唐富龙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

供热 3,000.00 51.00% 51.00%

52

唐山发电总厂新区热电

厂（公允）

唐山市丰润区 火力发电 15,384.87 100.00% 100.00%

53

大唐姜堰燃机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江苏省泰州市 火力发电 1,000.00 100.00% 100.00%

54

大唐玉曲河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 水力发电 1,000.00 100.00% 100.00%

55

大唐永善风电有限责任

公司

云南省昭通市 风力发电 900.00 100.00% 100.00%

56 大唐安徽发电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 发电 20,000.00 100.00% 100.00%

57

中国大唐集团核电有限

公司

北京市 核力发电 6,000.00 60.00% 100.00%

二、金融板块

1

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

北京市 金融 300,000 64.50% 100%

2

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

北京市 其他金融业 200,000 100.00% 100.00%

三、燃料板块

1

中国大唐集团煤业有限

责任公司

北京市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728,100.00 58.80% 100.00%

2 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北京市 采购煤炭 60,734.00 100.00% 100.00%

3

大唐山西电力燃料有限

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 商品流通 2,000.00 100.00% 100.00%

4

大唐安徽发电燃料投资

有限公司

安徽省合肥市 煤炭经营 1,000.00 100.00% 100.00%

5 江苏唐电燃料有限公司 江苏省南京市 燃料经营 800.00 100.00% 100.00%

四、其他板块

1

中国大唐集团技术经济

研究院

北京市 能源科学研究 5,911.08 100.00% 100.00%

2

大唐山西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 工程管理服务 800.00 100.00% 100.00%

3

山西大唐节能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

山西省太原市 合同能源管理 1,000.00 100.00% 100.00%

4

大唐四川电力检修运营

有限公司

四川省成都市 专业技术服务业 500.00 100.00% 100.00%

5 康定国能投资有限公司 四川省康定县 投资 14,399.00 100.00% 100.00%

6

北京国能智信投资有限

公司

北京市 投资 3,701.00 100.00% 100.00%

7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有限

公司

北京市

批发业；其他服务

业；专业技术服务

业

101,228.33 100.00% 100.00%

8 大唐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北京市 科技环保 50,000.00 100.00% 100.00%

除桂冠电力外，大唐集团主要控股上市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1、大唐发电（股票代码“0991.HK” ，“601991” ）成立于1994年，于1997年3月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及伦敦交易所上市，并于2006年12月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大唐发电主营建设及经营电厂、销售电力、提

供电力设备的检修调试及电力技术服务。截至2014年9月30日，大唐集团持有大唐发电31.10%的股份，大

唐集团之全资子公司中国大唐海外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大唐发电3.61%的股份， 故大唐集团及子公司合计

持有大唐发电34.71%的股份。 大唐发电总资产为30,123,043.10万元，净资产为6,646,550.7万元。

2、华银电力（股票代码“600744” ）成立于1993年，于1996年8月在上交所上市。 华银电力主营电力

生产、销售、电力工程施工等。截至2014年9月30日，大唐集团持有华银电力33.34%的股份，华银电力总资

产为1,648,311.16万元，净资产为197,669.61万元。

3、大唐新能源（股票代码“1798.HK” ）。 大唐新能源公司的前身是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成立于2004年9月23日，首批机组于2005年8月份并网发电。 经过几年来的快速发展和科学的管理整

合，截至2014年6月30日，大唐集团持有大唐新能源57.38%的股份，大唐集团之全资子公司大唐吉林发电

有限公司持有大唐新能源8.24%的股份，故大唐集团及子公司合计持有大唐新能源65.62%的股份。 大唐

新能源总资产为5,653,012.50万元，净资产为1,183,131.30万元。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大唐集团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在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2,280,449,514股，其中大唐集团持股数量为1,151,922,693股，持

股比例为50.51%，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大唐集团将持有本公司3,610,819,395股，持股比

例为59.55%，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大唐集团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大唐集团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公司任职 大唐集团任职

王森 董事长 副总经理

戴波 副董事长、总经理 总经理助理

寇炳恩 董事 资本运营与产权管理部主任

刘全成 董事 财务管理部副主任

梁永磐 董事 计划营销部主任

贺华 监事会主席 审计部主任

雷海成 监事 办公厅副主任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总经理戴波存在在大唐集团以及大唐集团广西分公司兼职的情形。 造

成该等情形的主要原因为：大唐集团在桂冠电力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时曾承诺将桂冠电力定位为大唐集

团在广西红水河流域的唯一水电运作平台， 以桂冠电力为运作平台整合大唐集团在广西境内的水电资

源。 作为大唐集团在广西的分支机构，大唐集团广西分公司主要是在大唐集团授权范围内负责对区域内

资产的经营管理，并未直接拥有电力资产或直接负责电力资产生产，其成立目的主要是为实现大唐集团

区域发展战略目标。 上述人员兼职主要是为了对大唐集团在广西地区电力资产进行统一管理，有利于落

实在桂冠电力股权分置改革时作出的承诺。

（八）大唐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大唐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有关的行政处罚和

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九）大唐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大唐集团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

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等不诚信情况。

二、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名 称

英 文 名 称

：

：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Guangxi�Investment�Group�Co.,�Ltd.

注 册 地 址 ：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09号广西投资大厦

法 定 代 表 人 ： 冯柳江

注 册 资 本 ： 4,754,144,706.80元

实 收 资 本 ： 4,754,144,706.80元

工 商 注 册 号 ： （企）450000000006407

组 织 机 构 代 码 ： 19822906-1

企 业 类 型 ：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 营 范 围 ：

对能源、矿业、金融业、文化旅游、房地产业、肥料行业的投资及管理；股权投资、管理及

相关咨询服务；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房地产开发、经营；高新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 450100198229061

通 讯 地 址 ：

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109号广西投资大厦

邮政编码：530028

通 讯 方 式 ：

电话：0771-5533156

传真：0771-5533308

网址：http://www.gxic.cn

电子信箱：guangtoujituanbao@163.com

（二）历史沿革情况

广西投资的前身为广西建设投资开发公司，成立于1988年6月24日。 1996年3月8日，经广西壮族自治

区人民政府“桂政发[1995]55号”《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组建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批准，

广西建设投资开发公司改组为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为隶属于广西壮

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国有独资公司，注册资本19.3亿元。 2002年3月1日，经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桂财

企函[2002]23号”《关于同意广西开发投资公司转增资本的批复》批准，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

资本增加至41.97亿元。 2002年4月22日，广西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2004年3月4日，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名称变更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三）最近三年注册资本变化情况

2007年，广西投资收到广西区财政厅拨付的来宾B电厂烟气改造项目资本金40,000,000元；根据广

西区国资委桂国资复 [2007]8号文 《关于同意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土地出让金转增国家资本的批

复》的相关精神，广西投资将原全资子公司广西鹿寨化肥总厂使用的3宗国有划拨土地按照国家授权经

营方式处置，并将该土地评估值88,318,120元转增为国家资本。

2014年12月，广西投资注册资本变更为4,754,144,706.80元。

此后，广西投资的注册资本和股权结构均未发生变更。

（四）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广西投资主要从事投资能源、铝业、金融、城市建设等业务，2014年集团公司营业收入合计653.24亿

元。

“十一五” 期间，广西投资新建和扩建一批能源项目，如投资建设龙滩电站、桥巩水电站、防城港核

电、来宾电厂扩建工程、百色银海发电公司等，初步形成了以火电、水电、核电并举的能源产业格局。 2014

年末，广西投资参与建设的电力总装机容量为2015万千瓦，总权益装机容量为787万千瓦，其中火电装机

容量占比43.03%，水电装机容量占比45.68%，核电装机容量占比10.70%。

依托广西丰富的铝土矿资源，广西投资积极发展铝产业，推动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

截至2014年末， 广西投资在铝产业板块资产总额约为249.71亿元， 在广西投资总资产中占比约为27%；

2014年度，铝产业板块实现营业收入465.19亿元，在同期公司营业总收入中的占比约为71%。 广西投资是

广西最大的铝生产企业，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铝产业链，铝产业的技术装备和生产水平达到了全国先进

水平。 截至2014年3月末，公司已经形成了年产200万吨氧化铝、45万吨电解铝和171.8万吨铝加工的产能

规模，在广西的产能占比分别为27%、44%和28%。

广西投资不断拓展证券、银行、基金、期货、产权交易等金融业务，截至2014年末，广西投资金融板块

的资产总额为305.68亿元，约占公司总资产的33%；2014年度金融板块实现收入23.57亿元，同比增长约

24%。 集团控股的国海证券是广西区内注册的唯一一家全国性综合类券商， 目前已发展成为集证券、基

金、期货等多元金融业务为一体的金融服务企业，2011年成功上市。

广西投资参与北部湾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地产建设，并整合集团的建筑安装资源，成立了建

设实业公司，在建项目有防城港西湾环海大道、防城港针鱼岭大桥、南宁龙象谷新区等。

（五）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大信审字［2013］第5-00197号、大信审字［2014］第5-00163号

审计报告以及大信审字［2015］第5-00135号审计报告，广西投资2012年、2013年以及2014年度主要财

务数据及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1、广西投资报告期内经审计的简要财务数据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9,184,706.44 7,092,803.08 6,018,691.74

负债合计 7,015,817.08 5,145,026.40 4,400,702.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168,889.36 1,947,776.67 1,617,989.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064,311.05 961,662.13 934,768.9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营业总收入 6,532,424.71 5,282,524.25 4,232,901.19

营业利润 85,471.03 33,044.82 -15,626.56

利润总额 146,241.93 85,294.89 82,888.14

净利润 113,810.25 83,654.74 88,396.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1,847.45 41,786.60 52,282.10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1,512.36 -153,373.52 207,835.0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3,320.59 -530,799.19 -407,192.8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72,697.51 762,780.95 176,170.4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30,807.15 77,667.20 -23,286.23

2、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广西投资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度合并口径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资产负债率 76.39% 72.54% 73.12%

资产周转率 0.80 0.81 0.74

净利润率 1.74% 1.58% 2.09%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4.87% 4.35% 5.59%

注：（1）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2）资产周转率=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平均余额；

（3）净利润率=净利润/主营业务收入；

（4）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六）股权结构及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1、股权结构

广西投资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由广西壮

族自治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出资人职责，持有其100%的股权。

广西区国资委是广西区人民政府直属特设机构，按照广西区人民政府授权履行出资人职责。 广西区

国资委的监管范围是自治区直属企业(含区直部门所属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和自治区直属经营开发类

事业单位，以及自治区直属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用于经营(出租)的国有资产。 广西投资的股权结构图：

2、主要下属企业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广西投资主要下属企业情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广西投资

持股比例

广西方元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南宁 发电业 48,000 71.77%

广西投资集团银海铝业有限公司 南宁 铝产品经营 359,411.4 100.00%

广西华银铝业有限公司 德保 铝土矿开发 244,198.8 34.00%

广西鹿寨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鹿寨 化肥 95,085 79.00%

广西投资集团建设实业有限公司 南宁 房地产开发 145,000 99.00%

广西建设燃料有限责任公司 南宁 煤贸易 800 60.00%

广西投资集团崇左银海铝业有限

公司

龙州 氧化铝相关产品销售 50,000 90.00%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桂林 证券经营 231,036.1315 24.83%

香港桂发财务有限公司 香港 服务业 1,000万美元 100.00%

广西核源矿业有限公司 南宁 矿业投资 1,000 65.00%

南宁市广源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

南宁 小额贷款 30,000 90.00%

广西投资集团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南宁 担保 45,500 58.00%

广西投资集团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南宁 天然气 5,000 51.00%

广西龙象谷投资有限公司 南宁 旅游、地产 200,000 55.00%

广西投资集团（国际）有限公司 香港 贸易 1,000万美元 100.00%

（七）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广西投资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在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总股本为2,280,449,514股，其中广西投资持股数量为438,948,188股，持股

比例为19.25%，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本次交易完成后广西投资将持有本公司1,573,823,589股权，持股

比例为25.96%，仍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

2、广西投资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广西投资向本公司推荐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公司任职 广西投资任职

冯柳江 副董事长 广西投资董事长

唐军生 董事 广西方元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八）广西投资及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受到行政和刑事处罚、涉及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根据广西投资出具的承诺，广西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近五年来未曾受到任何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

政处罚、刑事处罚。

最近五年，广西投资未曾有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和仲裁，没有面临前述重大民事诉

讼或仲裁。

（九）广西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广西投资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

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等不诚信情况。

三、贵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上接A4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