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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提供相关运维检修项

目服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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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概述：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合能源”）拟向中国

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所辖检修厂提供关于乌东德电

站、白鹤滩电站的三项运维检修项目服务。 

 长江电力系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 

 过去 12 个月，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因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目前已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之实施情

况报告书》）以及公司下属公司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受让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占黔源电力总股本 5%的股票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

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尚未实施，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2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受让黔源电力股票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外，公司未与该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也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

提供运维检修服务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提供相关运维检修项目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会议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能源向长江电力所辖检修厂提供关于乌东德

电站、白鹤滩电站的三项运维检修项目服务。 

长江电力系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因公司实施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已实施完毕，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及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以及公司下属公司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受让

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占黔源电力总股本 5%的股票暨

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尚未实施，

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受让黔源电力

股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外， 公司与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联交易金额

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也未

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提供运维检修服务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1．企业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3．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玉渊谭南路 1 号 B座 

4．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5．注册资本：22,741,859,230元 

6．主营业务：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检修

维护 

7．控股股东：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经审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长江电力总资产

29,648,288.10 万元，净资产 15,001,596.6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987,408.69万元，净利润 2,156,744.71万元。 

9. 发展情况：长江电力是经国务院批准，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作

为主发起人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于 2002 年 9月 29日，2003年 11月在上

交所 IPO 挂牌上市。长江电力主要从事水力发电、配售电以及海外电站运营、管



 

理、咨询及投融资业务，在秘鲁、德国、巴西、马来西亚等全球多个国家开展相

关业务。长江电力现拥有长江干流三峡、葛洲坝、溪洛渡和向家坝四座电站的全

部发电资产，水电装机 82台，装机容量 4,549.5万千瓦。 

10. 其他关联关系：长江电力系公司控股股东（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公司 18.88%的股份），为公司关联法人。公司副董事长谢俊担任长江电力

副总经理，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娜担任长江电力财务部副主任。 

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及主要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为公司控股股东长江电力所辖检修厂关于乌东德电站、白

鹤滩电站的三项运维检修项目，合同金额共计 6,921.19 万元，具体服务内容如

下： 

1. 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接机发电及流域电站应急抢修保障协助项目 

提供服务内容：协助参与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接机发电工作；协助开展

设备设施检修策划和准备工作；协助实施流域电站应急抢修保障工作。合同金额

2,931.55万元。 

2. 乌东德电站接机发电配合项目 

提供服务内容：协助参与乌东德电站工程建设管理、接管设备设施；配合开

展设备设施检修、应急抢修、接管设备巡检、尾工项目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协

助校核管理标准、起草技术标准、设备设施接管方案；协助开展安全检查及安全

活动等。合同金额 2,352.87 万元。 

3. 白鹤滩电站电力生产准备及接机发电配合项目 

提供服务内容：协助参与白鹤滩电站工程建设管理、接管设备设施；配合开

展设备设施检修、应急抢修、接管设备巡检、尾工项目管理、消除安全隐患；协

助校核管理标准、起草技术标准、设备设施接管方案；协助开展安全检查及安全

活动等。合同金额 1,636.77万元。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本次交易系独立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双方通过市场化方式谈判、协商定价，

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四、项目合同主要内容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联合能源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与长江电力签订了三项运维检修项目服务合同，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名称 

《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接机发电及流域电站应急抢修保障协助合同》（以

下简称“合同一”）《乌东德水电站接机发电配合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二”）以

及《白鹤滩水电站电力生产准备及接机发电配合合同》（以下简称“合同三”） 

（二）合同主体 

发包人：长江电力 

承包人：联合能源 

（三）合同服务内容 

详见“三、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四）合同工期及支付安排 

以上三个运维检修项目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实际开工时间

以发包人通知为准，合同当事人均可要求调整合同工期，由合同当事人协商并参

考工程所在地的工期定额标准确定增减工期天数。合同金额总计 6,921.19 万元

（含税），以现金的支付方式分期支付。 

（五）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生效 

（六）违约责任 

合同一方根本违约或者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应当向对方支

付违约金（合同一为合同价款 20%、合同二为合同价款 10%、合同三为合同价款

15%），并赔偿对方遭受的经济损失。因承包人违约行为，致使发包人不能实现合

同目的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 

五、履约能力分析 

长江电力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2018 年 2017 年 

总资产 296,482,881,040.89 295,496,988,645.53 299,398,220,115.42 

净资产 150,015,966,524.98 142,684,553,067.03 135,101,452,567.00 

营业收入 49,874,086,874.95 51,213,965,746.52 50,145,503,769.62 

净利润 21,567,447,100.19 22,643,551,271.24 22,274,613,141.66 

公司董事会认为关联方长江电力是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大型国有上市企



 

业，资信良好，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六、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运维检修业务，充分发挥公司业务团队优势，提升

公司运维检修市场竞争力，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

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及公司利益

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本次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

成依赖。 

七、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

十二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

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本次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运维检修业务，充分发

挥公司业务团队优势，提升公司运维检修市场竞争力。本次交易系通过市场化谈

判，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

决，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的规定。一致同意

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能源向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提供相关运维检修项目服务

的关联交易事项。 

（二）董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对《关于向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提供

相关运维检修项目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谢俊先生、闫

坤先生回避表决，董事会其余 11名董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三）监事会表决情况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关于向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提供相

关运维检修项目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监事张娜女士、李永

强先生回避表决，监事会其余 3名监事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书面审核意

见如下： 

1、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重大影响，



 

交易系独立市场主体之间的交易，通过市场化谈判，经双方协商确定，交易定价

公平、合理。 

2、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 

3、一致同意将《关于向乌东德电站、白鹤滩电站提供相关运维检修项目服

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届时与会关

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七、历史关联交易情况（日常关联交易除外） 

过去 12 个月内，除因公司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已实

施完毕，详见公司于 2020年 5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及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以及公司

下属公司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受让长江电力全资子公司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

任公司占黔源电力总股本 5%的股票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目前尚未实施，详见公司于 2020年 9月 24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受让黔源电力股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外，公司未与

该关联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也未与其他关联人进行与提供运维

检修服务相关的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