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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

务会计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本报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事

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 

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全部信息

披露文件，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

因本次交易行为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

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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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深南电、本公司、

公司 
指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深能集团 指 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南海洋行 指 香港南海洋行（国际）有限公司 

广聚实业 指 深圳广聚实业有限公司 

深中置业 指 中山市深中房地产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深中开发 指 中山市深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深中置业 75%股权与深中开发 75%股权 

标的公司 指 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 

标的资产转让方、转让方 指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欧富源科技、受让方、交易对

方、买受方 
指 深圳市欧富源科技有限公司 

兴中集团 指 
中山兴中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深中置业 25%股权与深中

开发 25%股权 

华夏银行 指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重大资产出售 
指 

深南电通过公开挂牌转让其所持深中置业 75%股权与深

中开发 75%股权 

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

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 指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

案）》 

《股权转让协议》 指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市欧富源科技有

限公司关于中山市深中房地产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75%股

权和中山市深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股权之股权转

让协议》 

评估基准日 指 2016 年 6月 30 日 

审计基准日 指 2016 年 6月 30 日 

股权交割日 指 
标的资产过户至交易对方名下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

日 

报告期 指 2014 年度、2015 年度以及 2016 年 1-6 月 

最近三年一期 指 2013 年度、2014 年度、2015 年度以及 2016 年 1-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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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 指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鹏信评估 指 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会计机构、瑞华会计师 指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德恒律师 指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深圳联交所 指 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重组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6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除了特别描述的货币单位外,其余的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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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交易方案概况 

（一）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1、公司转让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各 75%股权 

深南电出售的标的资产为深中置业 75%股权与深中开发 75%股权。公司通过

向以公开挂牌及竞拍方式确定的交易对方欧富源科技出售标的资产，转让价格以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评估机构鹏信评估出具的评估结果为基础，以

公开挂牌及竞拍的最终结果作为交易定价，深中置业 75%股权与深中开发 75%股

权的最终总成交价为 103,000.00 万元。 

2、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各 75%股权受让方应代偿相应债务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深中置业欠付深南电应付款项及利息

108,146,511.98 元；深中开发欠付深南电及控股子公司应付款项及利息

941,243,301.93元，深中开发欠付兴中集团应付款项及利息 292,482,312.77元。

以上各项应付款项及利息共计 1,341,872,126.68 元。作为本次股权转让的先决

条件，欧富源科技同意代为偿还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欠付深南电及控股子公司、

兴中集团的应付款项及利息以及 2016年 6月 30日后的新增利息等相关债务。 

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变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不再持有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股权。 

（二）本次交易定价情况 

根据鹏信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鹏信评估报字[2016]第 S035号、鹏

信评估报字[2016]第 S034号），以 2016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深中置业与深中

开发全部股东权益的评估值分别为人民币 10,437.86万元与-4,485.87万元，上

市公司所持有的深中置业 75%股权与深中开发 75%股权的评估值分别为人民币

7,828.40 万元与-3,364.40 万元。公司以上述评估结果为参考依据，于 2016 年

9月 13日至 2016年 10月 14日的二十个工作日期间，在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公

开挂牌转让公司所持深中置业 75%股权与深中开发 75%股权，挂牌价格为

7,828.40 万元，其中：深中置业 75%股权的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7,828.40 万元，

深中开发 75%股权的挂牌价格为人民币 1 元。截至 2016 年 10 月 14 日本次公开

挂牌有效期满，产生了三个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根据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中

山市深中房地产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75%股权及中山市深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股权转让公告》，挂牌有效期满，产生两个（含）以上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的，

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最终受让方。鉴于此，根据《中山市深中房地产投资置业有

限公司 75%股权及中山市深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75%股权拍卖公告》，深圳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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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6年 10月 17日对深中置业 75%股权及深中开发 75%股权

（整体转让）进行了拍卖，拍卖结果为：欧富源科技为买受人，标的公司各 75%

股权的总成交价格为人民币 103,000.00 万元。根据拍卖结果，上市公司确认欧

富源科技为本次交易对方。 

（三）交易对价的支付方式 

公司本次转让的标的资产的对价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进行支付。 

（四）标的资产交割 

欧富源科技同意，在以下条件均满足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深南电予以办理

深中置业 75%股权和深中开发 75%股权的股权转让变更登记手续： 

1、欧富源科技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2、欧富源科技依据《股权转让协议》要求付清第一期债务偿还金额

（921,716,042.84元）； 

3、《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欧富源科技应提供令华夏银

行中山分行满意的担保，以承接并替换标的资产转让方为深中置业“水木年华花

园”项目向该行申请的最高不超过 3亿元贷款额度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使

得该行释放标的资产转让方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若欧富源科技无法完成担保置换事宜，则欧富源科技应提供标的资

产转让方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履约保函、资产担保）。 

（五）对价支付期限 

欧富源科技同意按照以下方式支付价款： 

1、一次性付清股权转让价款 

（1）《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欧富源科技应一次性付清

深中置业 75%股权的全部转让价款。欧富源科技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第一顺位

优先等额抵扣用于支付该项股权转让价款，交易保证金不足以支付该项股权转让

价款的部分由欧富源科技予以补足，一并转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的结算账

户； 

（2）《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欧富源科技应一次性付清

深中开发 75%股权的全部转让价款。若欧富源科技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存在余额

的，该交易保证金余额第二顺位优先等额抵扣用于支付该项股权转让价款，交易

保证金余额不足以支付该项股权转让价款的部分由欧富源科技予以补足，一并转

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的结算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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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年内分期偿还应付款项及利息等相关债务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深中置业欠付标的资产转让方应付款项及利息

108,146,511.98 元；深中开发欠付标的资产转让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应付款项及

利 息 941,243,301.93 元 ， 深 中 开 发 欠 付 兴 中 集 团 应 付 款 项 及 利 息

292,482,312.77元。以上各项应付款项及利息共计 1,341,872,126.68 元。 

（1）《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欧富源科技应以现金方式

偿还第一期债务 921,716,042.84 元（以下简称“第一期债务偿还资金”。若欧富

源科技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存在余额的，该交易保证金余额等额冲抵本期应付

款，不足部分由欧富源科技予以补足，一并转入深圳联合产权交易所指定的结算

账户），具体偿还顺序如下： 

①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深中置业欠付标的资产转让方应付款项及利息

108,146,511.98元； 

②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深中开发欠付标的资产转让方应付款项（本金）

610,177,148.15元； 

③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深中开发欠付兴中集团应付款项（本金）

203,392,382.72元。 

详见下表： 

单位：元 

标的

公司 
债权方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金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利息 
利率 本次偿还本金 本次偿还利息 剩余本金 剩余利息 

深中

置业 
深南电 89,750,000.00 18,396,511.98 7.00% 89,750,000.00 18,396,511.98 - - 

深中

开发 

深南电 545,245,758.05 

114,147,360.31 

7.00% 377,307,813.73 - 167,937,944.32 

114,147,360.31 深南电 41,280,000.00 5.60% - - 41,280,000.00 

深南电 232,724,253.22 7.00% 232,724,253.22 - - 

深南电 145,081.20 - - 145,081.20 - - - 

深南电（中

山）电力有

限公司 

- 7,700,849.15 - - - - 7,700,849.15 

小计 819,395,092.47 121,848,209.46 - 610,177,148.15 - - - 

兴中集团 256,174,675.99 36,307,636.78 7.00% 203,392,382.72 - 52,782,293.27 36,307,63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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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

公司 
债权方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本金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利息 
利率 本次偿还本金 本次偿还利息 剩余本金 剩余利息 

合计 1,165,319,768.46 176,552,358.22 - 903,319,530.86 18,396,511.98 262,000,237.60 158,155,846.24 

注 1：深南电（中山）电力有限公司为深南电直接与间接持有 80%股份的控股子公司； 

注 2：剩余利息为标的公司尚未偿还的截至 2016年 6 月 30 日利息的剩余金额。 

（2）剩余的应付款项及利息 420,156,083.84元及 2016年 6月 30日后的新

增利息（具体如下）, 欧富源科技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年内一次

性付清，并且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欧富源科技应提供

标的资产转让方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履约保函、资产担保）。

欧富源科技应将偿还款转入《股权转让协议》中指定的结算账户并用于偿还： 

①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深中开发欠付标的资产转让方及其控股子公司应

付款项及利息余额 331,066,153.79 元； 

②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深中开发欠付兴中集团应付款项及利息余额

89,089,930.05元； 

③2016年 6月 30日后的新增利息，以该项应付款项的本金余额为基数，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至欧富源科技实际付清该项应付款项的本金之日止（该期间称

为间隔天数，以该项应付款项转入《股权转让协议》中指定的结算账户之日为准）

的期间利息。利息金额的计算公式为：该项应付款项的本金余额×该项应付款项

的原借款合同约定的年利率÷360×间隔天数。 

其中：应付款项的本金余额和间隔天数据实分项分段计算，最终应偿还的利

息为各项及各段计算的利息之和。 

（六）与资产相关的债权债务的处理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涉及债权债务的处理。 

（七）人员安置 

本次对外转让股权事宜不涉及员工安置问题，原由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聘任

的员工在交割日后仍然继续由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聘任。 

（八）过渡期损益归属 

自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资产工商过户登记日为过渡期。过渡期间，标

的资产的损益归属于欧富源科技。 

（九）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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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受让方代替标的公司向深南电偿还债务是本次交易的重要条件，基于谨

慎性原则，公司在计算本次交易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时，考虑受让方代

为偿还债务的情况，计算过程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出售股权 

深中置业 24,201.64 -6,506.60 - 

深中开发 46,128.98 -79,277.31 2.56 

小计 70,330.62 -85,783.91 2.56 

深南电 457,985.37 63,600.67 134,501.82 

占比 15.36% -134.88% 0.00% 

受让方代为

偿还债务 

深中置业 10,814.65 10,814.65 - 

深中开发 94,124.33 94,124.33 - 

小计 104,938.98 104,938.98 - 

深南电 457,985.37 63,600.67 134,501.82 

占比 22.91% 165.00% - 

出售股权与受让方代为偿还债务占

比绝对值合计 
38.27% 299.88% 0.00% 

注 1：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的财务数据取自审计报告（瑞华审字[2016]48440021 号与瑞

华审字[2016] 48440022号）中 2015年度数据，深南电的财务数据取自经审计的 2015 年度

合并财务报表； 

注 2：上表中受让方代为偿还债务金额为截至 2016 年 6 月 30日标的公司欠付深南电及

其控股子公司的应付款项及利息金额。 

本次交易的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对应指标的

比例均未超过 50%，资产净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对应指标的比例的绝

对值超过 50%，且资产净额绝对值超过 5,000万元，因此根据《重组办法》的规

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重组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变

动，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不构成重组上市。 

（十）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为欧富源科技，欧富源科技及其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及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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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集团、南海洋行、广聚实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深中置

业，深中开发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2016 年 8 月 12 日，深南电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开展转让中山市深中房地产投资置业有限公司和中山市深中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各 75%股权工作的议案》，同意开展转让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各 75%股权的工

作。 

2、2016年 9月 5日，深南电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重

大资产出售预案的相关议案。 

3、2016年 10月 31日，深南电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重

大资产出售报告书的相关议案。 

4、2016 年 11 月 22 日，深南电 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重

大资产出售报告书的相关议案。 

（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本

公司持有的深中置业 75%股权与深中开发 75%股权已过户至欧富源科技名下，本

公司不再持有深中置业与深中开发股权。 

（三）交易对价支付情况 

2016 年 11 月 29 日，欧富源科技按照公司与其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

其配套文件支付了全部股权转让款 1,030,000,000.00 元和第一期债务偿还资金

921,716,042.84 元（包括：应付公司的 718,323,660.12 元和应付兴中集团的

203,392,382.72元）； 

2017年 4月 14日，欧富源科技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剩余

的应付款项 420,156,083.84元（包括：应付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 331,066,153.79

元和应付兴中集团的 89,089,930.05元）及 2016年 6月 30日后的相关新增利息，

具体如下： 

1、经公司确认，欧富源科技已将 362,963,394.50元（包括：应付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的债务偿还资金 331,066,153.79元及自 2016年 6月 30日至 2017年 4

月 14日的相关新增利息 31,897,240.71 元）转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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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兴中集团于 4 月 17 日发来的书面文件，欧富源科技已于 4 月 14 日

将 98,046,850.12元（包括：应付兴中集团的债务偿还资金 89,089,930.05元及

自 2016 年 6 月 30 日至 2017 年 4 月 14 日的相关新增利息 8,956,920.07 元）转

付至兴中集团指定账户。 

2017年 5月 10日，公司在开户银行查询到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征信

记录显示，公司在华夏银行中山分行为深中置业“水木年华花园”项目向该行申

请的最高不超过 3 亿元贷款额度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已经解除；2017 年 5

月 15 日，深中开发出具确认函，确认公司与兴中集团已经办理完毕深中开发向

深南电和兴中集团提供的“七地十房”抵押担保的注销抵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过户至欧富源科技名

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交易价款已经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全

部支付完毕，相关连带担保责任及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均已解除，符合《股权转

让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根据 2016年 11月 23日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及配套文件： 

（一）本次交易剩余的应付款项及利息 420,156,083.84 元及 2016 年 6 月

30 日后的新增利息, 欧富源科技应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1 年内一次

性付清，并且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欧富源科技应提供

标的资产转让方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履约保函、资产担保）。 

（二）《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欧富源科技应提供令华

夏银行中山分行满意的担保，以承接并替换标的资产转让方为深中置业“水木年

华花园”项目向该行申请的最高不超过 3 亿元贷款额度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担

保，使得该行释放标的资产转让方连带保证责任担保。《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

日起 5个工作日内，若欧富源科技无法完成担保置换事宜，则欧富源科技应提供

标的资产转让方认可的合法有效担保（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履约保函、资产担保）。 

欧富源科技和深中开发分别于 2016 年 12 月 12 日向深南电和兴中集团出具

《关于<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有关担保安排的函》和《关于扩展房地产抵押担保范

围的承诺函》，请求并承诺如下： 

（一）深中开发已提供的“七地十房”抵押担保【抵押担保的具体情况详见

深南电于 2016 年 11 月 16 日披露的《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

报告书（修订稿）》“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之“二、深中开发”之“（六）

主要资产、负债及对外担保情况”之“1、主要资产情况”，下同】的担保范围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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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欧富源科技依据交易文件应履行而未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股权转让协

议》第 4.5条和第六条第（2）部分第②段约定的义务】，抵押期限直至抵押物被

注销抵押登记之日止； 

（二）希望深南电和兴中集团在欧富源科技完成《股权转让协议》第 4.5

条约定的深南电为深中置业“水木年华花园项目”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分行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的替换担保和提供《股权转让协议》第六条第（2）部

分第②段剩余的应付款项 420,156,083.84 元及利息对应的有效合法担保（包括

但不限于：银行履约保函、资产担保等）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办结深中开发原

有抵押物的抵押权注销登记的全部手续。 

深南电及兴中集团已出具复函同意接受欧富源科技和深中开发作出的《关于

<股权转让协议>项下有关担保安排的函》和《关于扩展房地产抵押担保范围的承

诺函》中相关承诺和要求。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欧富源科技已按承诺支付其

应支付的交易价款，并完成了相关担保替换工作。 

除此之外，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

差异的情况。 

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更换或调

整的情况。 

五、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

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

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公司在本次重组实施前为深中置业“水木年华花园项目”向华夏银行中山分

行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已办理了解除手续，并且在此之前，欧富源科技和深

中开发均承诺以深中开发已提供的“七地十房”抵押担保作为担保。除前述情形

外，不存在其他的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或其他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

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相关协议为《股权转让协议》。截至本报告书出

具之日，该协议已生效，且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各方已按照协议的约定履行各自义

务，不存在违约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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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交易各方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及《深

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的要求履行相关的承诺，不存在

违反承诺的情形。 

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和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标的资产过户至欧富源科技名

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相关交易价款已经按《股权转让协议》的约

定全部支付完毕，相关连带担保责任及房地产抵押登记手续均已解除，符合《股

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相关后续事项主要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各方仍需继续按照《股权转让协议》

及《重组报告书》等的要求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后续事项不会

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实质性影响。 

八、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已获得了必要的批准，且已经按照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已经完成相关标的资

产的过户手续，交易对方已按协议约定支付了应付款项并完成了担保替换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情况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办法》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法律顾问结论性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截至其法律意见出具之日： 

1、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南电《公司章程》的规定； 

2、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各方已经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履行了各

自的义务，并已完成全部交易价款的支付及标的资产的过户； 

3、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已依法履行必要的批准或授权程序，已取得的批准和

授权合法、有效； 

4、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已依法履行了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5、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实施过程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以及《重组办

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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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深中置业 75%股权与深中开发 75%股权过户证明； 

2、《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 

3、招商证券出具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德恒律师出具的《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 

（二）备查地点 

投资者可在下列地点查阅有关备查文件：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 17楼 

电话：  0755-26003682 

传真：  0755-26003684 

联系人： 张杰、江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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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

书之盖章页）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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