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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公司 2018 年度物资采购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控制公司物资采购成本，实现公司利益最大化，根据生产

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增加 2018 年度物资采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现将有关内容报告如下：  

一、 增加物资采购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 1 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29 日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电力物资及服务采购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为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拟增加 2018 年

度物资采购日常关联交易下述预计：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8 年初

预计金额 

2018 年度预

计实际发生

金额 

预 计 增

加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日常物资采购 
大唐华银湖南电

力物资有限公司 
4500 18102 13602 

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增

加预计 
日常物资采购 

中国水利电力物

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概述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水公司）、大唐华银湖南电力物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电力物资公司）。 

（一）中水公司、与公司属于同一母公司控制下的关联企业，

电力物资公司为中水公司控股公司，投资关系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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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方 被投资单位名称 经济性质 法定代表人 股权比例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邹嘉华 34.18%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

公司 

全资子公司 
叶河云 100%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

有限公司 

大唐华银湖南电力物资有限

公司 
控股公司 张正良 51%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2018 年度，若没有重大政策变化或市场大起大落，预计公

司将向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采购钢球 1900 吨、润滑

油 65 吨、脱硝催化剂 1500吨、电缆、办公用品等物资，金额约

13602万元。具体采购数量和金额最终视公司发电生产实际消耗

情况而定。 

四、对关联交易的规范 

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允的原则规范关联交易。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任何交易，都将严格遵循交易公允性原则，按市场规则定价。 

五、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中国水利电力物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从事物资购销业务

的专业公司，与供应商关系稳定、集中采购优势强、采购成本低，

价格稳定、可靠，在大宗物资集中采购、配送上具有丰富的操作

经验和市场优势。以上均对公司“降成本、增效益”具有一定的

积极作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公司

的日常关联交易，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当回避对

本议案的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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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对关联交易金额的预测合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

信息披露充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独立董事认可上述关

联交易及对其金额的预测，同意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审议，关联董事请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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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注册发行 50 亿元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扩大公司的融资空间，降低融资成本，并满足到期债务偿

还与流动资金需求，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总额不超过 50亿元人民币的超短期融资券（以下简称 SCP），

并根据后续资金需求情况及市场状况在短期融资券注册有效期

内分次滚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置换到

期借款。 

一、发行方案 

2010 年末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正式推出“超短期融

资券”。超短期融资券最长发行期限 270 天，属货币市场工具，

注册发行规模不受净资产 40%的限制，可为公司扩大短期融资空

间。 

2015 年 10 月 29 日交易商协会第三届债券专业委员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进一步拓宽超短期融资券发行主体范围的工

作方案》和《超短期融资券信息披露表格》，使具有法人资格的

非金融企业均可注册发行 SCP产品。 

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发行规模没有明确上限，可以一次注册、

滚动发行，期限灵活、到账迅速，且发行手续简便，只需做发行

人主体评级，无需单独进行债券评级、无需提前向协会备案。  

根据交易商协会的相关规定，公司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方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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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1.发行规模：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 

2.期限：每期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不超过 9

个月（可以为 1、3、6、9 月）。具体期限以实际发行时公告为

准。 

3.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机构投资者。 

4.募集资金用途：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置换公司（含所属分

子公司）到期银行贷款； 

5.还本付息方式：采用单利计息，利息随本金到期兑付时一

起支付。 

6.还款资金来源：电费收入及投资收益等。 

7.发行利率：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每周公布的价格

为基础，结合具体期限和市场资金状况而定。具体发行利率以发

行公告为准。 

二、公司基本情况及本次债券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17 年 12月 31 日，公司资产总额为 188.55亿元，负

债总额为 159.81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84.76%。2017 年实现营业

收入 73.38亿元，净利润-11.93亿元。 

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用途包括置换现有到期贷款及补充流

动资金，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不会造成公司债务到期风险的上升。 

截止目前，多家发电公司已经注册超短期融资券，因此超短

期融资券的注册和发行已被企业及银行间特定机构投资者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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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及接受。 

考虑到目前的资金形势及公司经营状况，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可以丰富公司的融资渠道，期限灵活且手续简便，有利于提高公

司短期经营资金的灵活性，通过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过渡能进

一步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同时对公司短期债务风险影响不大。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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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免公司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公司续聘邹嘉华先生、刘光明先生、刘全成先

生、徐永胜先生、周浩先生为公司董事。 

因工作需要，梁永磐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聘任

李奕先生为公司董事。 

请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 

 

附候选人简历。 

邹嘉华，正高级工程师。历任电力部司长助理，中央纪委、

监察部驻电力部纪检组、监察局一室主任，国家电力公司监察局

一室主任、监察专员兼国家电力公司纪检组副局级纪检员，中国

大唐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党

组纪检组组长兼人力资源部主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党组成员、

党组纪检组组长，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现任

中国大唐有限集团公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 

刘光明，高级工程师。历任保定电业局变电工区主任助理、

党委办副主任、行政办公室兼党委办公室主任;国家电力公司人

事与董事管理部董事监事处职员;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

干部管理处副处长、董事监事处处长、干部管理二处处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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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集团资本控股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大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现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兼资

本运营与产权管理部主任。 

刘全成，高级会计师。历任新乡火电厂总会计师，洛阳首阳

山电厂总会计师，中国大唐集团河南分公司监察审计部主任、副

总会计师兼财务与产权管理部主任、总会计师，中国大唐集团公

司财务管理部副主任，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党

组成员，现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主任。 

徐永胜，正高级工程师。历任佳木斯第二发电厂生技科科长，

副厂长、厂长、党委委员，厂长、党委委员兼双鸭山热电工程筹

建处主任，佳木斯第二发电厂厂长、党委委员兼双鸭山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总经理；大唐黑龙江发电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

中国大唐集团安全生产部副主任、副主任（主持工作）；大唐贵

州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总经理、党组副书记。现任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大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兼党委副书记。 

周浩，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大唐集团公司计划与投融资部

投融资处处长，计划营销部投资管理处处长，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计划营销部副主任，现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大

唐华银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李奕，高级工程师。历任长山热电厂副厂长、厂长，大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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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第二热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长春热电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大唐吉林发电有限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主任，大唐吉林瑞丰新能

源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工

程管理部主任，大唐山东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

国大唐集团公司安全生产部副主任。现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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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公司续聘冯丽霞女士、傅太平先生、易骆之先

生、刘冬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请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 

 

附候选人简历。 

冯丽霞，教授。历任长沙电力学院财经系副主任，长沙理工

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现在长沙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 

傅太平，教授。历任湘潭大学经济系助教，湘潭大学国际经

贸管理学院讲师，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现任湘潭大学商学院

教授。 

易骆之，副教授。历任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教师，湖南财经学

院教师，现任湖南大学教师、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 

刘冬来，高级会计师。历任湖南省电力公司审计部主任，湖

南省电力公司财务部主任，现已退居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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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免公司监事的议案 

 

因工作需要，公司续聘王元春先生、段毛生先生、焦峰先生

为公司监事。 

因工作需要，柳立明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公司聘任缪士

海先生为公司监事。 

请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监事会 2018 年第 4 次会议审议通过。 

 

附候选人简历。 

王元春，高级工程师。历任大唐韩城第二发电公司总经理、

党委委员，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工程管理部副主任，中国大唐集团

公司山西分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现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党组纪检组副组长。 

段毛生，会计师。历任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郴州分局办公室

负责人、事故调查科科长、副调研员，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财务

处副调研员、正处级监察专员。现任湖南煤矿安全监察局财务处

处长。 

焦 峰，2004年 5月在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加工作。

2012 年 9月至今在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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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士海，高级经济师。历任山西鲁能晋北铝业有限公司总会

计师，海南鲁能广大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山西鲁

能晋北铝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中电投财务有限公司

监察审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综合管部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机构建设与管理部经理，

大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大唐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主任。

现任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