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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广西贵港市平南县 

风电项目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

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该协议书为框架性协议书，该协议书涉及的数量

是双方合作目标，实际情况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该风电项

目的实施须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因

此，协议书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该协议书的签订不会对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 

（三）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

“附件”。 

 

一、协议书签订概况 

（一）近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的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南粤水电”）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政府签订

《风电项目框架协议书》。平南县人民政府同意东南粤水电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境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

目，项目计划总规模 300MW，实际装机规模以双方后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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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开发协议约定为准。根据目前的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

投资约 20 亿元。东南粤水电将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

款等进行投资。 

（二）该风电项目的实施须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审批。 

（三）该项目拟分期进行投资建设，东南粤水电将根据

该项目的具体情况，做好各期可行性研究工作，履行东南粤

水电及公司的决策程序。 

二、协议对方情况介绍 

（一）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贵港市平南县人民政府。 

2.县长：杨大东。 

3.办公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城东路 344

号。 

4.公司、东南粤水电与平南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

系。 

（二）公司上一会计年度未与平南县人民政府发生类似

业务。 

（三）平南县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协议书的主要内容 

（一）建设内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境内

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二）项目规模：项目计划总规模 300MW。 

（三）协议金额：预计总投资约 20亿元。 

（四）协议双方主要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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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南县人民政府主要责任和义务 

（1）平南县人民政府承诺项目享受贵港市平南县招商

引资优惠政策。 

（2）平南县人民政府协助东南粤水电共同做好项目选

址、建设指标获取（平价试点项目申报），申报材料协调（国

土、林业、环保等部门意见），项目立项审批、工程建设用

地等方面的手续，协调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 

（3）在东南粤水电按照协议约定的进度推进项目的前

提下，平南县人民政府不接受其他公司在协议规定范围内进

行风电开发活动或可能导致东南粤水电无法继续开发投资

项目的其他开发项目（区域范围内已有规划项目的除外）。 

2.东南粤水电主要责任和义务 

（1）协议签订后，东南粤水电一年内完善相关手续，

并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发改委）的批准。 

（2）上述工作完成后，如风资源确实可行，东南粤水

电开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并根据国家能源政策，在

平南县人民政府的协助下，短时间内完成 2020 年指标（有

补贴）申报或者平价项目申报。 

（3）东南粤水电承诺，严格遵守平南县人民政府在固

定资产投资方面各项规定，在生态红线和规划选址允许范围

内选址建设，在安全生产和环保要求标准上施工建设。 

（4）未经平南县人民政府许可，东南粤水电承诺不将

项目开发权转让给第三方。 

（五）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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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方因不可抗力如地震、战争、重大自然灾害、重大

社会非正常事件等致使协议不能或不能完全履行时，双方均

不承担违约责任。 

2.若协议条款与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有冲突，

以致严重影响协议的履行时，双方应依协议确定的原则重新

洽谈协议的条款。 

3.无以上两条所列情况发生的，双方单方面终止合同或

者出现违约行为的，需承担违约责任，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

的全部损失。 

（六）其他 

1.协议自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相关洽谈审批手续，

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批准，并签订项目正式合同，否则协议

自行终止。 

2.若正式投资，东南粤水电将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公司

成立后，协议中约定的平南县人民政府的权利和义务不变，

东南粤水电的权利和义务自动转给项目公司，由项目公司继

续履行。 

3.协议自双方代表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四、协议书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具备丰富的投资建设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经

验、先进技术、充足人员、资金保障，具备履行协议的能力。 

（二）协议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

务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平南县人民政府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一）该协议书为框架性协议书，该协议书涉及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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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双方合作目标，实际情况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该风电项

目的实施须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审批，因

此，协议书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该协议书的签订不会对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产生

重大影响。 

（三）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

附件）。 

（四）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广东省水电

集团有限公司无减持的计划。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协议书履行的进展情况，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风电项目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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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 

序

号 
公告日期 框架协议名称 框架协议内容 

截至目前的执

行情况 

是否和
预期存

在差异 

存在的
差异是

否重大 

说明 

1 
2017年 5
月 13日 

《辽宁省鞍山市

岫岩满族自治县

生物质能源综合

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 

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人
民政府在岫岩满族自治县签署《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生物

质能源综合项目合作框架协议》。岫岩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中

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辽宁省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投资建设 2

座 1×30MW 的生物质能源综合电厂（实际规模根据生物质燃料调查

情况确定），分两期建设，每期 30MW。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
总投资约 7亿元，每期拟投资约 3.5 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

作。 

否 否 -- 

2 
2017年 11
月 4日 

《辽宁省新民市

生物质能源综合
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 

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辽宁省沈阳市新民市人民政府签

署《辽宁省新民市生物质能源综合项目合作框架协议》。新民市人

民政府同意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辽宁省新民市投资建设2座
1×30MW 的生物质能源综合电厂（根据生物质燃料调查情况确定建

设规模和后续投资计划），分两期建设，每期 30MW。根据市场价格，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7亿元，每期拟投资约 3.5 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

作。 

否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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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7年 11

月 4日 

《湖南省桃源县

生物质能源综合

项目投资意向协 
议书》 

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人民政府在

桃源县漳江镇签署《湖南省桃源县生物质能源综合项目投资意向协

议书》。桃源县人民政府同意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湖南省常

德市桃源县境内投资建设 1 座生物质能源综合电厂，项目建设方案

为 2×15MW 生物质直燃发电项目或 3×6MW 生物质气化多联产项目
（项目建设方案根据生物质燃料调查情况确定，项目建设内容最终

以有权部门批准的规划设计方案等内容为准）。根据市场价格，该

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3.5 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

作。 

否 否 -- 

4 
2019 年 2

月 20日 

《风电项目投资

开发协议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北省阳原县发展改革局签订《风
电项目投资开发协议书》。阳原发改局同意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

司在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境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总规

模为 30万千瓦，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4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

作。 

否 否 -- 

5 
2019 年 4
月 17日 

《葫芦岛市南票

区风电项目开发

协议书》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人民政府

续签《葫芦岛市南票区风电项目开发协议书》。南票区人民政府同

意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缸窑岭镇-暖

池塘镇及沙锅屯乡部分区域内开发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总规模为 20

万千瓦，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6 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

作。 

否 否 -- 

6 
2020 年 5

月 7日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阿勒泰地区
布尔津县风电项

目开发合作协议

书》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

尔津县人民政府签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风电

项目开发合作协议书》。布尔津县人民政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所辖区域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

项目，项目总规模 50 万千瓦，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

目建设规模约为 20万千瓦，二期项目建设规模约为 30 万千瓦。根

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33 亿元。 

该项目正在做
前期准备工

作。 

否 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