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股票代码：600795股票简称：国电电力                   编号：临 2019-17 
债券代码：122152债券简称：12国电 02 
债券代码：122493债券简称：14国电 03 
债券代码：143642债券简称：18国电 01 
债券代码：143662债券简称：18国电 02 
债券代码：143716债券简称：18国电 03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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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国电新疆红雁池发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瓜州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电宁夏石嘴山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国电大武口热电有限公司、国电电力酒泉发电有限公司、

国电电力宁夏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国电库车发电有限公司、国电内

蒙古东胜热电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2019年,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拟为上述被担保人新增担保

25.72亿元。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为上述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

额合计2.18亿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所投资的项目公司章程或投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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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股东方需按照出资比例为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担保。2019 年，公司

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根据项目公司资金需求，拟新增担保额度 25.72亿

元，公司预计 2019年归还贷款减少担保 2.67 亿元，全年担保总额控

制在 44.93 亿元以内。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2019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表 

单位：亿元 

提供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2018年 

年末余额 
新增 减少 

2019年 

年末余额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国电宣威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5.40 - 1.18 4.22 

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 3.75 - - 3.75 

国电电力湖南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86 - - 1.86 

国电电力广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92 - 0.29 1.63 

永泰大樟溪界竹口水电有限公司 2.12 - - 2.12 

国电宁夏太阳能有限公司 1.64 - 0.85 0.79 

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 1.46 - - 1.46 

国电新疆红雁池发电有限公司 0.50 3.00 - 3.50 

国电电力瓜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1 1.50 - 2.51 

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1.95 - 1.95 

国电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 2.00 - 2.00 

国电大武口热电有限公司 - 4.00 - 4.00 

国电电力酒泉发电有限公司 - 4.00 - 4.00 

国电电力宁夏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 1.00 - 1.00 

国电库车发电有限公司 - 7.00 - 7.00 

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有限公司 - 1.27 - 1.27 

国电新疆电力有限公司 国电库车发电有限公司 0.67   -  0.16     0.51  

国电大渡河新能源投资

有限公司 
国电大渡河老渡口水电有限公司 1.55 - 0.19 1.36 

合   计 21.88 25.72 2.67 44.93 

（二）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新增担保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五十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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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办理相关担保手

续。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国电新疆红雁池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闫世平 

注册资本：49343.44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和向供电企业直接售电；纯净水经营；电力

燃料、节能项目开发；供热服务；粉煤灰的综合利用；电力设备安装；

火、水、风电设备和工业设备检修及调试；制冷设备检修；发电厂运

行及维护。 

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延安路1409号 

2.国电电力瓜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阳 

注册资本：25449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光热发电、风力发电、风光互补发电销售

及开发、经营、管理。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安北区第四风场 

3.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伍权 

注册资本：96215.0956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向化工、煤炭、电力、冶金、建材、物流、商业贸易、

证券领域的投资，房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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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银川市高新技术开发区2号办公楼 

4.国电宁夏石嘴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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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7944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及销售；电力相关产品和业务；电厂运行及

维护；房屋、机械设备租赁；与电力生产相关的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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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河滨工业园区光华路 

5.国电大武口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军 

注册资本：4968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供热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以上

经营范围凭资质证经营）；物业管理；住宿服务；正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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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维电路18号 

6.国电电力酒泉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启伟 

注册资本：55938.2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生产及销售；水的处理及销售；电力、热

力、水的处理相关产品和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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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甘肃酒泉工业园区(南园)宜人东路6号 

7.国电电力宁夏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刚 

注册资本：271406.14万元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管理；

新能源发电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设备检修、

维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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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地址：银川市兴庆区文化西街106号银川国际贸易中心B段十

三层C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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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国电库车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青 

注册资本：22358.32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及销售;热力生产及销售、粉煤灰开发及销

售、环境保护检测、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火力发电产品开发、生产及

销售、房屋租赁、煤炭销售、电力检测、普通货物运输。 

注册地址：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北郊新村 

9.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同敏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电力、热力以及与发

电有关的中水、石膏、粉煤灰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 

注册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富兴北路18号 

（二）被担保单位最近一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单位 
被担保单位 2018年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持股比例 

国电新疆红雁池 

发电有限公司 
169,843.30 165,544.67 4,298.63 63,187.81 -16,521.99 100% 

国电电力瓜州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140,107.63 112,480.98 27,626.66 15,278.69 3,554.10 100% 

国电英力特能源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6,439.95 88,772.79 347,667.16 203,449.86 -67,277.55 51.03% 

国电宁夏石嘴山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279,718.74 212,915.64 66,803.11 123,624.95 -27,643.80 50% 

国电大武口热电 

有限公司 
209,807.56 207,587.95 2,219.61 85,086.09 -20,719.99 60% 

国电电力酒泉发电 

有限公司 
271,462.32 239,362.57 32,099.76 81,352.21 -2,899.84 100% 

国电电力宁夏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484,594.68 189,122.75 295,471.93 63,069.77 16,075.05 100% 

国电库车发电 

有限公司 
246,072.29 235,719.32 10,352.97 52,799.83 -26,235.59 79.4% 

国电内蒙古东胜热电

有限公司 
303,042.28 236,099.22 66,943.06 97,203.28 7,679.0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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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中被担保人担保方式主要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种类主

要为贷款担保，担保人按照股权比例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是公司作为股东按照项目公司章程规定应

履行的义务，属于公司经营发展合理需求。同时，上述担保须经公司

股东大会批准后实施，决策程序符合要求，公司所提供的担保不会损

害公司利益。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国电电

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五十九次董事会有关议案独立董事意见》。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和参股企业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1.88亿元，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的4.31%，以上担保没有发生逾期。 

特此公告。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