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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建设广东湛江遂溪县官田水库50MWp光伏发电 

项目并为其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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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

表范围内的控股（全资）子（孙）公司的担保，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74.9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50%的金额为286,454.07万元，敬请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拓

展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

润水平，拟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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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资子公司遂溪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遂溪粤水电”）投资建设广东湛江遂溪县官

田水库 50MWp 光伏发电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19,494.57 万元。

因投资建设该项目需要，遂溪粤水电拟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

不超过 15,596 万元，为推进该项目的投资建设，公司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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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融资提供担保。 

一、投资情况 

（一）投资概述 

1.公司拟由遂溪粤水电在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城月镇

官田水库投资建设遂溪县官田水库 50MWp 光伏发电项目，工

程总投资 19,494.57 万元。 

该项目资本金占 20%，东南粤水电将根据该项目进展情

况以自有资金对遂溪粤水电进行增资，增资后使其注册资本

不超过 3,899万元。遂溪粤水电将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

贷款等进行投资。 

广东湛江遂溪县官田水库 50MWp光伏发电项目已于 2017

年 5 月取得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

备案证》（项目代码：2017-440823-44-03-003465，有效期

至 2021年 5月）；2018年 6月取得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关

于湛江遂溪县官田水库 50MW光伏发电项目接入系统的复函》

（广电办函〔2018〕137 号）；根据 2019 年 5 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公布 2019年第一批风

电、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的通知》（发改办能源〔2019〕

594 号），该项目列入国家 2019年第一批拟建平价上网项目。 

2.2020 年 9 月 14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以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

设广东湛江遂溪县官田水库 50MWp光伏发电项目并为其融资

提供担保的议案》，该投资事项需经股东大会批准。 

3.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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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主体概况 

1.名称：遂溪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2.住所：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遂城镇湛川路 31号五楼。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

资）。 

4.成立时间：2016 年 9 月 27日。 

5.法定代表人：陈鹏。 

6.注册资本：290 万元。 

7.经营范围：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新能源项目投资、

经营。 

8.遂溪粤水电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9.遂溪粤水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省水电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 

遂溪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100% 

100% 73.23% 

0.84% 36.48%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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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为了该项目的投资建设，遂溪粤水电聘请广州华跃电力

工程设计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出具《遂溪

县官田水库 50MW 光伏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

的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位于遂溪县南部，城月镇的东北边，距离遂溪县

城 20 公里，场址对外交通便利，场区旁有沈海高速 G75、县

道 X687 通过。项目场址处全年水平太阳总辐射量为

5250.5MJ/m²，初步判定工程场址处太阳能资源丰富程度等

级为“丰富”，有较高的利用价值。 

2.项目装机规模 50MWp，采用“渔光互补”的形式建设。

项目共分成 19 个光伏子方阵单元，整个工程共装设 121968

块 410Wp 单晶硅双面双玻光伏组件。 

3.项目运行年均发电量约 5971.4 万 kWh，25 年总发电

量为 149285 万 kWh，平均等效利用小时数为 1194.28h。 

4.该项目施工总工期为 7 个月，工程总投资 19,494.57

万元，项目静态总投资 19,349.87 万元，单位千瓦静态投资

3,869.974 元/kW；项目动态总投资 19,444.57万元，单位千

瓦动态投资为 3,898.914元/kW。 

5.该项目上网电价（25 年）为 0.453 元/kW•h（含税）；

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18.41％，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

率为 9.28％，投资回收期为 9.87年，财务评价可行。 

（四）投资建设方式 

遂溪粤水电拟利用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等对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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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进行投资建设。 

（五）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进一步拓展公司清洁能源发电业务，扩大

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高利润水平。 

2.存在的风险：国家对清洁能源发电政策及自然气候条

件的变化对该项目的投资效益存在一定的影响。 

3.对公司的影响：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将取得一定

的经济效益，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六）其他说明 

截至目前，公司已建成的光伏发电项目总装机

426.33MW，公司将及时披露该项目进展情况。 

二、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推进广东湛江遂溪县官田水库 50MWp光伏发电项目的

投资建设，公司拟为遂溪粤水电不超过 15,596 万元项目融

资提供全程担保，期限不超过 15年（自贷款办理之日起,实

际期限以合同为准），采取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保证期间为

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6 个月（具体期限以保证合同为

准）。同时，项目采用电费收费权质押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信息同投资主体概况。 

2.遂溪粤水电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12月31日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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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9.24 315.89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9.31 26.00 

或有涉及事项总额（包括担

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 - 

净资产 289.94 289.86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0.05 -0.05 

净利润 -0.05 -0.05 

最新信用等级 - -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金额：不超过 15,596 万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6 个月（具体期

限以保证合同为准）。 

4.担保协议签订情况：将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此担

保事项后签订。 

（四）董事会意见 

1.为保证遂溪粤水电业务的顺利开展，推进广东湛江遂

溪县官田水库 50MWp 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董事会同意公司

为遂溪粤水电不超过 15,596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2.公司董事会在对遂溪粤水电的经营情况、行业前景、

偿债能力等进行充分评估的基础上，认为本项担保风险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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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遂溪粤水电本次贷款主要用于推进广东湛江遂溪县官田

水库 50MWp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能有效降低融资成本，有

利于公司持续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3.遂溪粤水电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东南粤水电的全资子

公司，遂溪粤水电未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

1,098,670 万元（含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的担保金

额）,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

565,798.06 万元（按照 2020 年 9 月 14 日汇率折算），对外

担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4.90%；公司

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等。 

三、备查文件目录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9 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