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505599.45 362404.52 143194.94 108621.07 36635.24

40.�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名称:山东电力工程咨询院有限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闵子骞路106号

注册地:�济南市历下区闵子骞路106号

法定代表人:�王雷鸣

注册资本:� 42857.14286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规划设计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资源循环利用服务技术咨询；环保咨询服

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发电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节能管理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运

行效能评估服务；物联网应用服务；地质灾害治理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土壤环

境污染防治服务；水污染治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兴能源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碳

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余热余压余气利用技术研发；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在线能源

监测技术研发；环境保护监测；生态资源监测；对外承包工程；土石方工程施工；智能控制系统集成；大数据服务；软件销售；计算机

系统服务；软件开发；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

训）。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特种设备

设计；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建设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测绘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电气

安装服务；各类工程建设活动；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建

筑智能化工程施工；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份、上海鲁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30.6285%股份、上海鼎京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18.3715%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525502.37 357301.16 168201.21 722451.06 21392.49

41.�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核工程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徐汇区虹漕路29号

注册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卢洪早

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对外承包工程;建设工程造价咨询;环境评价;核工程及相关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及新产品的开发、研制、试销;工程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翻译服务;物业管理。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特种设备设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

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股东: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701,870.01 580,530.62 121,339.39 837,964.72 4,313.56

42.�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名称：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15号

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15号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 23339.41万元

主营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出版物零售；水电、火电、输变电工程所需设备、各种电力设备及其配件的

组织生产、供应、销售；接受委托承包电力建设成套设备项目；电力成套设备的监理、监造；其它有关工程成套设备的供应；中央投

资项目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工程招标代理、机电产品国际招标业务、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下的国际招标采购业务、技术改造

项目设备招标代理及货物和服务类招标代理业务；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仓储、运输管理；电力成套

设备的展销；技术开发；会议服务；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房、出租办公用房；销售办公用品、办公机械及耗材、办公家具、家用电器、

食品、服装、鞋帽、日用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消防器材、建筑材料、金属材料、室内装饰

材料、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日用杂货、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照相器材、通讯设备、电子产品、体育用品、纺织品、钟表眼镜、化妆

品、玩具、汽车配件。

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489355.38 203171.26 286184.12 65263.00 31489.75

43.�沈阳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①名称:�沈阳远达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②住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科幻路9号104-110

③注册地:�辽宁省沈阳市浑南新区

④法定代表人:�姚沛明

⑤注册资本:� 5,000万元

⑥主营业务:�承接环境保护工程总承包及常规燃煤锅炉、火电机组烟气脱硫及相关附属工程的施工；工业污水处理项目的投

资、经营管理以及工程项目的总承包；承接电站环保工程施工设计，设备成套、检修、维护等专项和专业技术服务；代理总公司技术

转让给本公司受权范围之内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代理总公司进行电力、环保新技术、

新产品开发、销售及技术咨询服务；石膏、石灰石、炉灰、粉煤灰、循环水药剂销售。

⑦股东:�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持有32%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8228 1972 6256 8302 186

44.�通辽发电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电力检修工程分公司

①名称:�通辽发电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电力检修工程分公司

②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电厂街

③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④法定代表人:�赵树材

注册资本:� 0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设备检修服务；销售铆焊结构件、铸造件。 电力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工程施工，公

路工程施工，铁路工程施工，港口与巷道工程施工，起重设备安装工程施工，环保工程施工，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施工，消防设施工

程施工。

股东:无。 通辽发电总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通辽发电总厂有限责任公司100%股

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2958.79 7193.49 -4234.69 14316.97 -3228.36

45.�通辽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名称:通辽泰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住所:通辽市扎鲁特旗鲁北镇泰山大街东段（旗政府后院）

注册地:�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

法定代表人:�王树清

注册资本:� 15000万元

主营业务:开发建设运营风电场，风力发电技术咨询，培训、技术服务，风力发电的研究，开发及工程工程配套服务，风电项目

投资，厂房及电器设备租赁。

股东: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白音花煤电有限公司持有其51%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34956.99 13618.91 21338.08 4156.57 1249.39

46.�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原名为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888弄7号

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

法定代表人:�李海瑜

注册资本:101966.6788万元

主营业务:建设工程施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检验检测服务；安全评价

业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程管理服务，对外承保工程；大数据服务；工程和

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节能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

试；热力生产和供应；供冷服务；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新能源

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原动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船舶租赁；特种设备出租；物业管理。（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活动）

股东: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54.3791%股份和深圳市鑫麦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其45.6209%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776579.49 1507098.09 269481.4 856761.3 9262.49

47.�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限公司

名称: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腾飞大道五纬路南侧的研发楼主楼13层、14层

法定代表人:�张利华

注册资本:� 100000000

主营业务:风力发电

股东: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7831.64 404.28 17427.36 0 900.61

48.�中电投东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中电投东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沈阳市浑南新区世纪路49号

注册地:�辽宁省沈阳市

法定代表人:�傅腾

注册资本:� 4406.5604万元

主营业务:热能动力工程装置、工业过程自动控制系统、节能与环保设备、水处理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燃烧设

备及新能源发电设备新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推广与应用；合同能源管理服务；热工计量测试服务、机电

设备检验检测；大气污染检验检测服务；计算机系统软件研发；售电业务；发电、化工设备技术改造工程设计、施工。

股东: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9616 3458 6157 6752 1568

49.�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中电投锦州港口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辽宁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锦港大街一段1号

注册地:�辽宁省锦州市

法定代表人:�阎新志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

主营业务:�主要承担煤炭的装卸、销售、运输、仓储等相关业务

股东:内蒙古中电物流路港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88.62%股份、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8.57%股份、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其2.42%股份、国家能源集团辽宁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其0.39%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316665 258767 57898 37226 -7248

50.�内蒙古中电物流路港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

名称:内蒙古中电物流路港有限责任公司铁路运输分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八家组团天义路东、兴安街南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兴安街17号

法定代表人:�周志国（法定负责人）

注册资本:�无

主营业务:铁路运输

股东:无。 内蒙古中电物流路港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国家电投集团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内蒙古中电物流路港有限责任

公司75%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47144.74 16523.39 30621.35 41389.92 3530

51.�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元通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大德路2号102室

注册地:沈阳高新区浑南产业区大德路2号102室

法定代表人:刘凤友

注册资本:� 57609.185581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热力生产、销售；粉煤炭综合利用；电力物资（国家专项审批的品种除外）销售；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力工

程项目设计、施工、调试、设备检修、设备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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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87.2937%股份，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5.8324%股份，国

能（辽宁）节能环保技术研究有限公司持有其3.4370%股份，辽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3.4370%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42981.94 160219.92 -17237.98 202600.98 80453.25

52.�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名称：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

法定代表人:�刘建平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洗选，电力生产，铝冶炼，铝压延加工，合成纤维单（聚合）体制造，铁路货物运输、装卸搬运，天然水收集

与分配，水产养殖，电力供应，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工程管理服务，质检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监测，职业技能培训，经营国家批准或

法律允许的其他业务；招投标代理，工程造价与技术咨询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机电设备及相关

材料的销售。

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749149.39 671707.86 1077441.53 2387.31 61135.57

53.�中电投宁夏能源铝业青鑫碳素有限公司

名称:中电投宁夏能源铝业青鑫碳素有限公司

住所: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长滩路

注册地:�青铜峡

法定代表人:�刘建平

注册资本:� 6490万元

主营业务:炭素制品生产销售出口

股东:无。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能源铝业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42950 22921 20029 36077 4354

54.�中能融合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中能融合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8号楼三层3-D1号

注册地:�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1号8号楼三层3-D1号

法定代表人:�王海

注册资本:� 13888.92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数据处理；信息安全维护技术；云计算数据中心；智能技术与仿真；节能

环保技术；新能源科技；智能制造科技；远程监测诊断服务；运营维护服务；网络众包服务；软件开发；在线支付集成应用；企业管理

咨询；智能机器人研发与销售；销售电子产品、器械设备。

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36.7199%股份、江苏未来智慧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29.2799%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67,912 27,761 40,151 47,047 15,419

55.�电能易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电能易购（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大兴区礼贤镇乾平路1号自贸试验区大兴机场片区A号楼0398号

注册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推广，服务、开发、咨询；供应链管理；销售电气设备、机械设备、汽车，仪器仪表、五金产品、电动自行车、化工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润油油，消防设备、汽车零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橡胶制品、塑料制品、计

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照相器材、摄影器材、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办公用品、家用电器、钟表、眼镜、体育用品、针纺织品、化妆品、

玩具、服装、鞋帽、日用品；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票务代理；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经营电信

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出版物零售、销售食品、经营电信业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37010.25 21115.42 15894.83 11359.48 5894.83

56.�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名称: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32号1层东厅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32号1层东厅

法定代表人:�张勇

注册资本:� 500万元

主营业务:销售电能设备；电力及相关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在隶属企业授权范围内从事建筑活动；招投标代理；物业管理；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东:无。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分公司。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412802.40 412702.40 100 453417.75 10286.18

57.�铁岭市清河电力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① 名称:铁岭市清河电力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② 住所: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红旗街

③ 注册地:辽宁省铁岭市清河区红旗街

④ 负责人:于晓波

⑤ 注册资本:300万元人民币

⑥ 主营业务:�电力工程监理，电力系统及工程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技术开发，电力设备检验检测及技术服务，特种设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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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 股东:�辽宁清河电力检修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708 1189 519 1500 65

58.�北京和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北京和瑞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A座7层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未来科技城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A座7层

法定代表人:�王含

注册资本:� 3500万元

主营业务:�储能相关材料、产品、系统、自动化设备软硬件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生产(制造)储能电池；

销售专用设备、机械设备及辅助设备；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施工总承包。

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4,229.11 12,461.54 1,767.57 2,016.42 -2,354.73

59.�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名称: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28号院3号楼

注册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钱智民

注册资本:3500000万元

主营业务:电力、煤电铝路港协同产业、产业金融及氢能、储能、绿电交通、核能综合利用、综合智慧能源、碳市场和碳交易等

“三新” 产业。

股东:国务院国资委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26674006 8896881 17777125 478291 450013

60.�国家电投集团北京电能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①名称:�国家电投集团北京电能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②住所:�北京市密云县经济开发区兴盛南路8号201室

③注册地:�北京市密云县经济开发区

④法定代表人:�肖永辉

⑤注册资本:� 1,000万元

⑥主营业务:�资产经营管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法的技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销售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设备。

⑦股东: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2780 518 2262 2248 776

61.�国家电投集团电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国家电投集团电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32号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镇泰胡路2号

法定代表人:�陈文凯

注册资本:� 1.5亿元

主营业务:新能源项目、综合智慧能源项目、节能项目投资

股东: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6990.58 849.96 6140.62 417.26 249.49

62.�国家电投集团电站运营技术（北京） 有限公司

名称:国家电投集团电站运营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未来科技城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内B座5-7层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未来科技城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院内B座5-7层

法定代表人:�李璟涛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核电、火电、水电、新能源等领域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等

股东:国家电投集团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9316 4915 4401 2543 -1700

63.�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①名称:�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②住所:�上海市闵行区剑川路1115号

③注册地:�上海市闵行区

④法定代表人:�顾皑

⑤注册资本:� 10,468万元

⑥主营业务:�发电设备行业环保领域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机电产品设计、制造与销售；生产经营电站自

动控制系统；民用核安全设备和材料的设计、制造、销售、鉴定检测；发电设备性能检测与设备监理；电站及热能工程设计与咨询、

设备成套、工程承包；非工程建设类对外承包工程（凭许可资质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办经营活动）

⑦股东:�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67600 111228 56372 99892 773

64.�国家电投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国家电投集团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创新路7号1号楼2106号

注册地:�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创新路7号1号楼2106号

法定代表人:徐祖永

注册资本:� 31992.72755万元

主营业务:信息系统集成、软件设计、开发；数据处理及存储业务；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物联网服务、电子

商务服务；网络、通信、智能化；设备租赁；电信业务；

股东:�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持有其21.5081%股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78.4919%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90729.4 29155.83 61573.57 44315.76 2006.98

65.�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名称:�上海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888弄7号

注册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李海瑜

注册资本:� 101966.6788万元整

主营业务:�建设工程施工；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等

股东:�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持股54.38%，深圳市鑫麦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5.62%。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776579.49 1507098.09 269481.4 856761.30 9262.49

66.�中电投蒙西土右新能源有限公司

名称:中电投蒙西土右新能源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腾飞南路32号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右旗新型工业园区管委会

法定代表人:�张利华

注册资本:� 23000000

主营业务:太阳能发电

股东:中电投（内蒙古西部）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1420.34 9360.19 2060.15 1183.98 0.85

（二）与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的法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蒙东能源” ）控制的除上

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法人发生的交易属于公司的关联交易，下述交易方受蒙东能源控制，与公司形成关联交易。

67.�通辽发电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通辽发电总厂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厂街通辽发电总厂院内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电厂街

法定代表人:�赵树材

注册资本:� 40000万元

主营业务:火力发电，热力

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12386.87 229076.44 -116689.57 116876.3 -108001.04

68.�通辽盛发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通辽盛发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通辽市科尔沁区新工一路中段

注册地:�通辽市科尔沁区新工一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吴悦军

注册资本:28488万元

主营业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再生资源销售，风力发电技术服务，光伏发电设备租赁，专用设备修理，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电业务，热力生产和供应。

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11459 84336 27123 51646 49

69.�通辽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通辽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电厂街

注册地:�通辽市

法定代表人:�赵树材

注册资本:�伍亿柒仟贰佰万（人民币元）

主营业务:开发、建设、生产、销售电力、热力产品

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持有其80.51%股权、国家电投集团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19.49%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230258.6 170846.26 59412.34 92581.17 380.01

70.�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

名称:内蒙古白音华蒙东露天煤业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注册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

法定代表人:�于海里

注册资本:� 2012842400元

主营业务: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84.4%股权、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5.86%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审

计）

1039182.21 623221.83 415960.38 242501.84 38790.52

71.�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工业供水分公司

名称: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扎哈淖尔工业供水分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扎哈淖尔开发区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扎鲁特旗扎哈淖尔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振华

注册资本:� 0

主营业务:工业供水、水产品养殖（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

股东:无。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分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5%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3987.36 13987.36 0 3952.83 745.83

72.�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通辽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河大街交汇处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

法定代表人:刘建平

注册资本:330000万元

主营业务:煤炭、电力、铝业、铁路、煤化工（危险品除外）、水库开发、投资；国有土地租赁、矿业权出租、机电设备租赁、专用线

铁路运营、装卸；房屋租赁；煤炭经纪服务；“工程质量监督、工程质量检测；环保检侧；招投标代理；报纸广告业务；培训；水产品养

殖；工业供水；煤矿工程建设咨询；餐饮、住宿；电力企业管理、设计、制作电视广告、利用自有电视台发布国内外广告、自办电视栏

目、报纸发行（按各项许可有效期经营）（分支机构经营）”

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65%股份，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35%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650,338.54 1,376,916.29 273,422.25 3952.83 82385.60

73.�北京中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北京中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8号北京科技会展中心1号楼B座20R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8号北京科技会展中心1号楼B座20R

法定代表人:刘志强

注册资本:600万元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基础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机械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

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93.0551%股份，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6.9449%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9208.51 5261.19 3587.32 9379.05 762.08

74.�北京中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霍林郭勒分公司

名称:北京中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霍林郭勒分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霍林郭勒市霍煤集团公司院内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霍林郭勒市霍煤集团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刘志强（负责人）

注册资本:� -

主营业务:计算机软件开发、计算机及配件、耗材、办公用品销售、通讯器材销售及服务；智能楼宇、网络工程；电子电器及维

修；通讯业务；网络技术及互联网服务；宽带接入服务（安装、调试、运维）。

股东:北京中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的分公司，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北京中企时代科技有限公司93.0551%股

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9185 6845 2340 8455 -16

（三）与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控制的法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根据《股票上市规则》6.3.3条规定，公司与间接

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霍煤集团” ）控制的法人拟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公

司的关联交易，下述交易方受霍煤集团控制，与公司形成关联交易。

75.�内蒙古霍煤实业有限公司

名称:内蒙古霍煤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霍林郭勒市工业园区铝工业园A区北路西段

注册地:�霍林郭勒市

法定代表人:�孟庆贺

注册资本:�贰仟贰佰万圆整

主营业务:石灰石颗粒加工与销售

股东: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51%股份。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 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3472.78 3229.49 243.29 4516.70 -266.89

76.�内蒙古霍宁碳素有限责任公司

名称:�内蒙古霍宁碳素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霍市工业园区

注册地:�霍林郭勒市南区文化宫东侧

法定代表人:�段继来

注册资本:� 11,800万元

主营业务:铝用阳极碳素生产及销售

股东:内蒙古霍煤通顺碳素有限责任公司77.8526%、内蒙古霍煤鸿骏铝电有限责任公司16.7236%、内蒙古源合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5.4237%。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序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未经

审计）

121818.15 93565.58 28252.57 88783.13 1578.13

（四）履约能力：根据该关联人最近一期主要经营情况分析，关联方具备履约能力。 前述关联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以及合同签订情况

主要内容：包括包括购买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承租车辆及房屋等。

定价政策：

（一）采购商品定价原则

1.采购生产铝产品原材料的定价原则

采购氧化铝：主要参考氧化铝市场三网（阿拉丁、百川、安泰科）报价+运费等采购费用。

采购氟化铝：采购价格主要参考中铝集团氟化铝集采价格。

预焙阳极碳块、生阳极碳块等其他材料：参考山东魏桥公布的出厂价格+运费或市场价格制定采购价格。

2.采购工业用水定价原则

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定价目录〉》的通知（内发改价规范字〔2018〕736号）规定：

水利工程由用户自建自用的，供方与终端用户通过协议明确由双方协商定价决定的规定。 工业用水定价以成本加成定价方式，经

双方协商确定。

3.采购总包配送工程物资定价原则

利用中电物资服务平台，采取委托集中采购方式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所需基建物资、生产物资，属化零为整的采购管理模式，

通过发挥集中招标采购的规模优势，起到降低采购成本的目的。为有效控制工程造价和生产运营成本，以“集中招标、统一配送、有

偿服务” 为定价原则签订采购合同。 由于交易方为采购上述物资提供了集中招标、统一配送服务，公司及子公司在采购合同中，在

中标价（含税）基础之上，按照中标价（含税）的3%-7%比率向其支付招标、配送服务费，服务费与中标价（含税）之和即为供货

合同金额。

4.采购其他商品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确定。

（二）销售商品定价原则

1.煤炭产品定价原则

基础价格：根据国家发改委2021年12月31日发布的《关于做好2022年1月份煤炭生产供应工作的通知》、国家发改委、能源局

1月30日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今年一季度煤炭稳定供应工作的通知》，结合当前煤炭市场供需形势，公司2022年煤炭基础价格

继续执行2021年12月份价格及定价原则。 其中：五大发电集团及华润电力用户（100%单烧、非100%单烧）、重点用户中长协合同

量执行年度长协价格，超出中长协合同量部分执行月度长协价格。 零散市场用户执行月度长协价格。

调整方式：根据2022年度全国煤炭交易会发布的《2022年煤炭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2022年度五

大发电集团及华润电力用户（100%单烧、 非100%单烧）、 重点用户年度长协煤炭价格根据全国煤炭交易中心每月对外发布的

NCEI中长协煤炭价格的环比变化率，同比例调整下一月度基础价格。 月度长协煤炭价格调整由双方根据市场情况逐户协商确定，

定价公平、公允。

煤炭产品计价方式：煤炭销售结算价格分热值计价和非热值计价方式,热值计价以吨煤价格为基础,超出基础热值±100千卡

/千克时,以吨煤价格折算单卡价格,每增加或减少100千卡/千克时,单卡价格提高或降低0.001元/兆卡,再按结算热值计算结算价

格。 非热值计价方式即为吨煤计价。 其中：非100%单烧电投能源煤炭的五大发电集团及华润电力用户为热值计价用户,其余用户

为非热值计价用户。

煤炭销售类关联交易合同及结算方式：煤炭销售交易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合同有效期自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

月31日止；结算方式：原则上执行当月发煤次月结算,特殊情况季末结清。

2.铝锭销售定价原则

①铝锭交易价格（市场价原则）：根据长江现货月均价（上月26日至当月25日）-销售费用+运输费用。 其中销售费用指从公

司厂内至购货方指定交货地点的人工、装卸、运输及短倒等费用。

②高端铝、低铁铝及多品种交易价格（市场价原则）：根据铝锭（AL99.70）结算价格+升水价格。其中升水价格根据高端铝、低

铁铝及多品种的市场变化敏感性和以往承兑汇票的接收情况,双方协商定价。

3.煤炭、铝产品销售类关联交易说明

预计2022年度内,煤炭、铝产品关联交易销售价格会随着煤炭、铝产品市场情况发生波动或调整,为避免因为调价而频繁的召

开董事会、股东大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当不存在价格波动或调整触及重大经营环境变化情形的,由经营层对关联交易调

价事宜进行决策和签署调价的合同、协议等法律文件。 若价格波动或调整触及重大经营环境变化的,公司将依照规定及时履行公

告义务。

4.销售水、电、除盐水等其他商品定价原则

成本加成确定价格,价格构成包括生产成本、劳务成本、税费及相应利润。

（三）提供、接受劳务定价原则：按照成本加成确定价格，价格构成包括劳务成本、税费及相应利润或通过公开招标按照市场

价格确定。

（四）承租、出租资产定价原则：按照成本加成确定价格，价格构成包括折旧及摊销、劳务成本、税费及相应利润。

（五）委托管理费定价原则：按照合同约定协商确定的计取原则。

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拟发生关联交易预计期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公司所预计的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所需事项，各类交易均有明确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

益的情况,其交易性质也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202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事前认可独立意见

公司拟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提交《关于公司202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经事前审查，根据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2022年度日常生产开展计划，对拟发生的2022年度煤炭、铝产品及其他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关联交易

事项包括购买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承租车辆及房屋等类型。 我们认为上述的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

营事项，审议的各类关联交易均有明确的定价原则，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以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议案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202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提交《关于公司202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经核查，根据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2022年度日常生产开展计划，对拟发生的2022年度煤炭、铝产品及其他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预计，关联交易事项

包括购买商品、接受劳务、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承租车辆及房屋等类型。 我们认为上述的关联交易事项确系公司生产经营事

项，审议的各类关联交易均有明确的定价原则，交易遵循了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以及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时，对公司2021年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和2021年预计情况经核查，公司2021年度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为考虑市场价

格波动和交易需求量等因素按照可能发生业务的金额预计，而实际发生额是按照实际交易金额确定，导致实际发生额与预计金额

存在差异。

综上，我们同意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需要提交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发表的独立意见。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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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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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责任险的议案》。进一步完善公司风险管理体系，有效规避公司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责任风险，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

级管理人员的合法权益，切实发挥各治理主体的决策、监督及管理职能，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拟为公司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全体董、监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批准。

一、责任保险的具体方案

（一）首年主承保公司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二）被保险人

1.被保险公司：包括投保人及保险期间内成为子公司的任何实体。

2.被保险自然人：包括董事、监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管理委员会成员；与董事有相同职责的被保险公司的其它高级管理人

员；雇员等一切具有管理责任的自然人。

被保险人具体范围届时以公司投保保单及保单特别约定为准。

（三）赔偿限额和免赔额

1.每次事故及累计赔偿限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

2.分项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以内）

公司有价证券赔偿：同累计赔偿限额

公司不当雇佣行为赔偿：800万元

监管危机事件费用：100万元

调查费用：800万元

公关费用：100万元

衍生索赔调查费用：100万元

纳税责任：500万元

3.超赔责任限额(累计责任限额以外)

身体伤害或财产损失的抗辩费用：50万元

环境破坏的抗辩费用：100万元

个人超赔责任限额：100万元

累计超赔责任限额：累计赔偿限额的5%

4.免赔额：

公司有价证券赔偿所产生的损失：20万元

不当雇佣行为：10万元

（四）保险费

年保险费313,000.00元

（五）保险期限

2022年2月10日0时起至2024年6月30日24时止

（六）司法管辖

全球，包括美国和加拿大

（七）特别约定

1.经双方同意并约定，以人民币支付保险赔款，可以支付给被保险公司的控股母公司（此条款仅适用于被保险公司为中国境

外公司的情况）。

2.每个保单期限内新增的境内外子公司及其相关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自动纳入保单承保范围，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

定承担保险责任。

3.被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如单独投保了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发生索赔事件后先启动子公司的保单进行理赔。 在子

公司保单的赔偿限额用尽且不足以弥补实际损失，或索赔事件不在子公司保单赔偿范围内的情况下，启动本保单并按照保险合同

约定进行理赔。

4. 投保人直接或间接通过一个或多个其它实体控制该实体过半数的股东表决权或持有该实体过半数已发行的股本或股份则

定义该实体为投保公司的子公司并享受子公司相应保障范围。

（八）授权事项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购买公司及董监高责任保险的相关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保险公司；确

定保险金额、保险费及其他保险条款；选择及聘任保险经纪公司或其他中介机构；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及处理与投保、理赔等相关的

其他事项等），以及在后续公司董监高责任保险合同期满时或期满前办理续保或者重新投保等相关事宜。

二、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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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晋中市榆次区100MW屋

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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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投能源”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晋中市榆

次区100MW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述

（一）为贯彻落实“3060” 目标，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战略，推动公司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公司拟由山西蒙

晟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合资公司）全资子公司晋中电投晟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项目公司）投资建设晋中市榆次区100MW屋顶

分布式光伏项目。

（二）根据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该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在全区党政机关、学校、医院、村委会、居民等建筑屋顶屋面安装太阳能发电装置。

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为100.44MWp， 其中在农户屋顶 （户用） 安装总规模92.83MWp， 机关公共建筑屋顶安装总规模

7.60MWp。

工程动态投资37092.02万元，资本金占比20%，其余80%为银行贷款。 经分析，投资、电价和发电量对项目经济性影响均较大，

下一步拟采取以下措施控制投资风险：一是加强优化设计，降低投资和工程造价，力争尽快投产创造效益；二是运营期强化站内运

行管理水平，确保发电量达到最优。

三、项目建设必要性

一是建设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碳达峰” 、“碳中和” 要求及“3060” 目标，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可

再生能源产业战略的具体实践。

二是户用光伏建设是县域市场开发、 县域综合智慧能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 项目符合公司清洁能源发展方向和 “县域开

发” 要求。

三是本项目可以充分利用晋中市榆次区丰富的光伏资源优势，项目具有投资小、收益高、建设周期短、不占用光伏容量指标等

优点，具有市场竞争优势。

四、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以及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主要风险：目前光伏组件价格浮动较频繁，组件在项目投资中占比较大，对项目的投资和收益存在直接影响。

应对措施：实时跟踪组件的价格变化，在EPC总承包合同中对组件价格浮动进行约定，严控工程造价。

五、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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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上海庙至山东特高压外

送通道阿拉善基地400MW风电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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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投能源”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上海庙至

山东特高压外送通道阿拉善基地400MW风电项目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述

（一）为进一步推动公司新能源产业发展，实现公司绿色转型升级，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巴音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

设上海庙至山东特高压外送通道阿拉善基地400MW风电项目。

（二）根据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该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基本情况

该项目于2019年11月29日取得阿拉善盟能源局核准批复。

项目场址位于阿拉善左旗敖伦布拉格镇西北方向巴彦哈日嘎查和查干德日斯嘎查， 与旗政府驻地巴彦浩特镇直线距离约

190km。

项目建设容量为400MW的风电项目，拟安装87台风电机组，配套建设1座220kV升压站，一次建成，计划2023年6月投产。 根

据项目初步设计报告，项目工程动态总投资245308.24万元，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20%，其余80%为银行贷款。

三、项目建设必要性

1.符合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方向。

项目开发建设符合国家《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清洁能源发展方向，有利于国家制定碳减排目标的实现，实现经济与

环境的协调发展。

2.符合公司清洁能源发展方向

项目的开发建设符合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要求，将进一步积累风电项目开发经验，加快公司能源结构分布调整，提升公司盈

利能力，促进公司战略目标实现。

3.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

本项目经财务评价分析，在技术和经济上可行，结合国家和地方的新能源利好政策以及通过优化设计，可进一步提高项目盈

利能力。

四、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以及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项目利用小时存在不确定性

山东省各输送通道能力逐年增加以及山东省内海上风电项目的陆续建成，山东电网的消纳能力可能影响本项目利用小时。

措施：一是积极与国网公司和自治区各级能源主管部门沟通，依据国家能源局平价、低价项目相关政策，保障项目优先发电和

全额收购电量，促进电量消纳。 二是做好生产运维，保障机组设备正常运转，提高机组利用率。

2.项目上网电价存在不确定性

跨省跨区专项输电电量将以市场化交易模式为主，省外来电有部分电量将参加省内现货市场，并分摊省内市场不平衡资金，

可能对电价产生一定影响。

措施：一是联合基地三家项目业主积极推动自治区能源局协调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和国网公司，努力争取更有利的上网电价。

二是充分发挥集团公司区域统筹协调作用，深入了解山东省电力市场中长期及现货交易规则，交易过程中结合市场情况及时优化

交易策略，确保整体效益最优。

3.项目送出工程投运时间存在滞后风险

送出工程由电网公司投资建设，暂未核准，计划投产时间可能存在偏差。

措施：一是做好地方政府方面的协调沟通并取得支持，共同协调内蒙古电力公司加快项目送出工程推进力度；二是加强与内

蒙古电力公司上层互动，争取缩短建设期；三是调派专人协助内蒙古电力公司加快推进送出工程各项工作，全力推动网源同步建

成投运。

五、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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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通辽100万千瓦风电外

送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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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投能源” 或“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通辽100

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概述

（一）为推动公司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公司拟由子公司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通辽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

目。 该项目已取得通辽市能源局核准批复。

（二）根据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该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境内，其中扎鲁特旗道老杜、科尔沁左翼中旗珠日河风电场址各规划容量50万千瓦，全容量一次性

建设。 其中：

1.扎鲁特旗道老杜50万千瓦风电项目：场址位于通辽市扎鲁特旗境内，区域中心距扎鲁特旗政府所在地约76千米，海拔高度约

180～200米之间，风场东南与科左中旗相邻。场地地形较平坦，地貌类型为平地、砂丘，地势起伏较小。G304、G111及G2511国道紧

邻场址，场外交通状况良好。

2.科左中旗珠日河50万千瓦风电项目：场址位于通辽市科左中旗境内，区域中心距科左中旗政府所在地约122千米，海拔高度

约177～190米之间场地地形较平坦，地貌类型为平地、砂丘，地势起伏较小。 风场西北与扎鲁特旗相邻，北与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

旗和吉林省通榆县交界，东与吉林省长岭县、东南与吉林省双辽市毗邻，交通便利。

通辽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动态投资595927.48万元，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20%，其余80%由国内银行贷款。

三、项目建设必要性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清洁能源发展方向，对推动公司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效益提升，实现“绿色效益再翻番，低碳

智慧创双一” 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四、项目风险及应对措施以及项目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1.项目利用小时存在不确定性

山东省各输送通道能力逐年增加以及山东省内海上风电项目的陆续建成，山东电网的消纳能力可能影响本项目利用小时。

措施：一是目前扎鲁特至青州特高压直流通道核准新能源容量为500万千瓦，通道容量空间较大，利用率偏低，后续联合直流

通道配套新能源发电企业，积极与国网公司和自治区各级能源主管部门沟通，依据国家能源局平价、低价项目相关政策，保障项目

优先发电和全额收购电量，促进电量消纳。 二是做好生产运维，保障机组设备正常运转，充分发挥风电成本优势，提高机组利用率。

2.项目上网电价存在不确定性

跨省跨区专项输电电量将以市场化交易模式为主，省外来电有部分电量将参加省内现货市场，并分摊省内市场不平衡资金，

可能对电价产生一定影响。

措施：后续一是联合扎青线特高压外送通道所有电源点，积极推动自治区能源局协调国家发改委、能源局和国网公司，努力争

取更有利的上网电价。 二是充分发挥集团公司区域统筹协调作用，深入了解山东省电力市场中长期及现货交易规则，交易过程中

结合市场情况及时优化交易策略，确保整体效益最优。

3.项目送出工程投运时间存在滞后风险

送出工程计划2022年12月投产，与本项目投产时间匹配。 但送出工程由电网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投产时间可能存在偏差。

措施：一是做好地方政府方面的协调沟通并取得支持，共同协调电网公司加快项目送出工程推进力度；二是加强与电网公司

上层互动，争取缩短建设期；三是调派专人协助电网公司加快推进蒙东珠日河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各项工作，全力推动网源同步建

成投运。

五、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0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 �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2017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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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股东大会召集人：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3月29日（周二）14: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3月29日（周二）9:15—15:00

3.交易系统投票具体时间为：2022年3月29日（周二）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股权登记日：2022年3月23日（周三）

（五）出（列）席会议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结算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根据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关于注册成立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和

《关于公司202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关联股东回避。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六）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办

公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名称及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投资建设上海庙至山东特高压外送通道阿拉善基地400MW风

电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投资建设晋中市榆次区100MW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议案 √

3.00 关于投资建设通辽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的议案 √

4.00 关于注册成立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6.00 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

2.前述提案公告，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投资建设上海庙至山东

特高压外送通道阿拉善基地400MW风电项目公告》《关于投资建设晋中市榆次区100MW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的公告》《关于

投资建设通辽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的公告》《关于注册成立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公

司202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公告》。

3.根据《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要求，对以上第4.00和5.00项议案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股东（代理人）到本公司资本运营部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或以传真、信函的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以

抵达公司的时间为准。

（二）登记时间：2022年3月24日（周四）上午9:00—11：00，下午2：00－5：00。

（三）登记地点：本公司资本运营部

（四）受委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的文件：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及个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表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股票账户卡登记。 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和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登记。

（五）会议联系方式

1.联系地址：内蒙古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大道与清沟大街交汇处，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机关办公楼资本运营

部。

2.联系电话：0475－6196998

3.联系传真：0475－6196933

4.邮政编码：028011

5.联系人：包琨

6.会议费用：与会人员的交通、食宿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备查文件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3月10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128� �投票简称：电投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

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3月29日（周二）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3月29日（周二）（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3月29

日（周二）（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 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附件 2�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

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如下表）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

件：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投资建设上海庙至山东特高压外送通

道阿拉善基地400MW风电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投资建设晋中市榆次区100MW屋顶分

布式光伏项目的议案

√

3.00

关于投资建设通辽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

的议案

√

4.00

关于注册成立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2022年度部分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情况的议案

√

6.00

关于投保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

议案

√

委托人名称：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股票账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注：

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128� � � � � �证券简称：电投能源 公告编号：2022014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册成立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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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1.为进一步推动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建设，根据项目发展实际及资金需要，电投能源拟与

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称霍煤集团）签订《合作协议》，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共同合作建设通辽市百万千瓦风

电项目。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册成立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

司投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与该项议案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3.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构成关联方共同投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4.本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崔洪军先生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 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

独立意见。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情况

1.名称：内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500761099770G

3.住所：霍林郭勒市珠斯花大街中段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5.法定代表人：谷清海

6.注册资本：290000万

7.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经营国有资产及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经营项目，国有股股权收益，项目开发，投

资，受托进行国有资产管理，兼并，转让，租赁及产权交易，铝，铜，硅，碳素及相关产品销售，机电设备租赁，工程管理服务，农作物

种植，机电产品（汽车除外）制造，修理；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仓储（危险品除外）

8.关联关系：霍煤集团持有电投能源公司3.09%股权，同时直接持有电投能源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5%

股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证上〔2022〕12号）6.3.3条，其为间接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关联法人，本次合

作共同出资设立合公资司为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9.最近年度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1年末公司总资产69.92亿元，负债33.64亿元，所有权权益36.28亿元，营业收入19.69亿

元，净利润0.6亿元。 2022年1月末公司总资产67.92亿元，负债31.89亿元，所有权权益36.03亿元，营业收入2.18亿元，净利润1.26亿

元。

三年发展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年份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2021年 699220.55 336351.95 362868.60 196867.55 6036.94

2 2020年 784449.26 391433.03 393016.23 155874.29 2555.11

3 2019年 834710.71 440504.87 394205.84 213158.11 1905.61

10.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通辽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11.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电投能源以持有的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及货币资金出资，持有公司51%股权；霍煤集团以货币方式出资，

持有公司49%股权。 电投能源持有的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价值最终以经评估机构评估、备案确认的价值为准，

评估价值不足的部分以货币方式补足。 各公司货币出资资金来源：自有资金。

其中电投能源以股权出资公司情况如下：

1.名称：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

2.股权结构：电投能源持有其100%股份

3.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电力线路、风电供热和其他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

设、生产经营及设备检修、技术服务；电能销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财务数据：2020年末的资产3245.88万元，负债345.88万元，净资产2900万元，2020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0元。

2021年末的资产103849.87万元，负债80039.07万元，净资产23810.8万元，2021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为0元。

5.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电投能源全资子公司，不涉及放弃优先受让权。

（二）标的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2.注册地址：内蒙古通辽市。

3.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4.股东：电投能源持有公司51%股权；霍煤集团持有公司49%股权。

5.主要经营范围：风电、光伏发电、储能、电力线路、风电供热和其他新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生产经营及设备检修、技术

服务；电能销售（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6.项目情况：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建设扎鲁特———青州特高压输电通道配套100万千瓦外送风电基地项目。 经通辽

市能源局出具《关于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核准的批复》（通能源审批字【2019】34号）。 项目位

于内蒙古通辽市境内，其中扎鲁特旗道老杜、科尔沁左翼中旗珠日河风电场址各规划容量50万千瓦，全容量一次性建设。 项目动态

投资595927.48万元，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20%，其余80%由国内银行贷款。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金额、支付方式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项目投资总额的20%，电投能源以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及货币资金出资、霍煤集团以货币资金出资设立

新的公司（简称“合资公司” ）继续开发建设项目。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项目投资总额的20%，股权结构为电投能源持股51%、霍煤集团持股49%。

（二）标的公司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

合资公司设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1.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按照协议约定方式推荐。

2.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按照协议约定方式推荐。

3.经理层设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2名，总会计师1名。 按照协议约定方式推荐。

（三）合作协议的违约条款

1.对于合资各方未按本协议、公司章程的规定不按认缴期限出资或不按规定出资的，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2.协议一方由于不可抗力（指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事件，包括但不限于地震、风暴、水灾等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事

件）的原因不能履行本协议时，应及时向协议的其他方通报不能履行或需要延期履行、部分履行的理由，并应及时提供行政部门的

书面证明。 在取得合法证明后，允许其延期履行、部分履行或不履行，并可根据实际情况部分或全部免予承担违约责任。

3.协议一方遇不可抗力，无法全面履行本协议的义务时，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量减少对公司和他方造成的经济损失。 如因

该方未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导致公司和他方损失扩大，该方仍应对扩大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四）合作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合作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合同专用章并履行完毕各自决策程序之日起生效。

五、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为进一步推动通辽市青格洱新能源有限公司100万千瓦风电外送项目建设，根据项目发展实际及资金需要，电投能源拟与内

蒙古霍林河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出资设立合资公司共同合作建设通辽市百万千瓦风电项目。

本次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发展建设公司新能源业务，该项投资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除签订合作协议，2022年年初至披露日与霍煤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序号 交易类型 交易内容 交易金额（万元）

1 采购 碳块采购 16737.65

2 采购 采购石灰石 631.40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公司拟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提交《关于注册成立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事前核

实，合作方目前持有电投能源公司3.09%股权，同时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5%股权，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与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合作事项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新能源

项目建设，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该议案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拟向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提交《关于注册成立内蒙古青格洱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核查，合

作方目前持有电投能源公司3.09%股权，同时直接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35%股权，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本次与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构成关联交易。 合作事项有利于进一步推动公司所属通辽百

万风电新能源项目建设，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我们同意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同时我们对公司董事会在审核此项议案的召集、召开、审议、表决程序进行了监督，认为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实施了回避表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需要提交股东大会进行

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3.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电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3月10日

附件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项目 交易类型

计算指标分

子

金额

（万元）

计算指标分

母

金额

（万元）

占比

（%）

是否需披

露

是否需股东大

会审议

与内蒙古

霍林河煤

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

司的本次

交易

共同投资

120000万元

*51%

=61200 万

元

约 61200 万

元

上 市 公 司

2020年经审

计归母净资

产

1759062

3.47%

关联交易

大 于 300

万元 ， 需

要披露

根据公司投

资管理制度相

关规定，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注：上市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应当以上市公司的投资投资份额的发生额作为计算标准，适用《股票上市规则》关联交易的

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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