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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1-015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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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错误!未找到引用

源。（以下简称“本公司”）编制了本说明。  

一、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包括合计持有联合能源 88.41%股

权的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宝亨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长兴水利水电有限公司、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

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源瀚创业投资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淄博正杰经贸有限公司、周泽勇、重庆金罗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长美、

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东莞市三盛刀锯有限公司、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及合计持有

长兴电力 100%股权的三峡电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涪

陵区聚恒能源有限公司、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88.41%的股权以及重庆两江长兴

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能源 10.95%股权）。 

（三）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天兴

评报字（2019）第 0787 号及天兴评报字[2019]第 0786 号资产评估报告，经交易双方协商，联

合能源 88.41%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551,607.92 万元，长兴电力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

101,899.68 万元，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整体作价合计为 653,507.60 万元。 

（四）发行股份  

根据第九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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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第九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签订附生

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对价支付方式为以股份

支付 617,096.60 万元，以现金支付 36,411.00 万元。 

1、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为 7.22 元/股，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股份数量为 854,704,413 股。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本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7.76 元 /股，发行股份数量总数为 64,432,989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94.64 元。 

二、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整体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和《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采用双口径业绩承诺方式，具体如下： 

1、口径一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联合能源收益法评估部分净利润合计数分别

不低于人民币 42,210 万元、44,030 万元和 46,640 万元。 

上述承诺金额为联合能源收益法评估部分：联合能源母公司（不包括评估基准日联合能

源现有子公司未来利润分配部分）、聚龙电力合并、乌江实业母公司（不包括评估基准日乌

江实业现有子公司未来利润分配部分）、乌江电力合并及武陵矿业持有的李家湾矿业权相应

权益，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预测实现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汇总合计额并相应取整后金额。 

2、口径二 

2020 年度、2021 年度和 2022 年度经审计的联合能源合并报表净利润金额分别不低于人

民币 37,830 万元、39,700 万元和 42,310 万元。该等净利润指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联合能源

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二）业绩承诺的具体补偿方式 

1、业绩承诺补偿条件 

各业绩承诺期末，专项审计同时按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两个口径复

核业绩实现情况，任一口径业绩实现情况触发相应业绩承诺补偿条件的，交易对方均应进行

业绩补偿；若业绩承诺期当期同时触发两个口径补偿条件的，则按两个口径分别计算补偿金

额，交易对方应按照上述两个口径下所触发的当期业绩补偿孰大值进行业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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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业绩承诺补偿条件（ 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外的其他交易对方） 

若联合能源业绩补偿期间内任一年度（除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最后一年度）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利润但不少于当年承诺利润的 90%，则当年不触发

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业绩补偿义务； 

若联合能源业绩补偿期间内任一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小于当年承

诺利润的 90%，业绩承诺方应以股份或现金方式就该年度未达成利润部分按《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进行业绩补偿，但该年度与上一年度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合计数额不小于该两年承诺利润合计数的 90%，亦不触发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业绩补

偿义务； 

若业绩补偿方已履行了上年度的业绩补偿义务，虽本年度与上一年度承诺实现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额不小于该两年承诺利润合计数额的 90%，已履行的业绩补偿

行为不可撤销； 

承诺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届满后，业绩承诺方应将承诺期间联合能源的实际利润累计

计算并根据承诺业绩补偿公式对承诺期间累计实际利润和累计承诺利润的业绩差额部分进

行补偿。 

（2）业绩承诺补偿条件（长江电力、三峡电能） 

若联合能源业绩补偿期间内任一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当年《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

议》约定的两个口径之一承诺利润，则触发业绩补偿义务； 

若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已履行了上年度的业绩补偿义务，虽本年度与上一年度同口径实

现净利润累计数额不小于该两年承诺利润累计数额，已履行的业绩补偿行为不可撤销。 

2、补偿金额的确定 

（1）补偿金额的确定（长江电力、三峡电能） 

本次交易对方中，长江电力、三峡电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长江电力、

三峡电能补偿金额确定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现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内各期承诺净利

润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长江电力及三峡电能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即长江电力

及三峡电能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占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的比例） 

业绩承诺方当期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方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计算结果不足

一股的，向上取整）； 

上述公式中，对于联合能源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为联合能源 88.41%股权

的交易作价；对于长兴电力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为长兴电力所持有联合能源

股权的评估价值。 

股份补偿不足的部分，业绩补偿方应当继续以现金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额=当期应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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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格。 

（2）补偿金额的确定（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外的其他交易对方） 

对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外的其他交易对方，补偿金额确定方式如下： 

各方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利润补偿期内各期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该方承担的补偿金额比

例（即该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占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的比例）-该方实际累积已补

偿金额（如有，包含各期实际按口径一或口径二相应补偿的累计金额） 

上述公式中，对于联合能源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为联合能源 88.41%股权

的交易作价；对于长兴电力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为长兴电力所持有联合能源

股权的评估价值。 

对于联合能源的交易对方，补偿义务人内部各自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为补偿义务人在本

次交易中各自获得的对价占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的比例；对于长兴电力的交易对方，补偿

义务人内部各自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为补偿义务人各自在长兴电力的实缴出资占长兴电力

实缴出资的比例。 

利润补偿期内各期末按照上述方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等于零时，交易对方无需

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但之前年度已经支付的补偿金额不再退回。利润补偿期间内，交易对

方累计股份及现金补偿数额不超过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 

（3）实现净利润在业绩承诺口径一及口径二的定义 

口径一中，实现净利润指联合能源收益法评估部分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汇

总合计净利润额；口径二中，实现净利润指联合能源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三、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一）口径一业绩完成情况 

经审计，联合能源 2020 年度收益法评估部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汇总合计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① 
非经常性损益 调整数 实际完成数 

② ③ ④=①-②-③ 

联合能源母公司 -2.41 251.48 0.00 -253.90 

聚龙电力合并 23,234.08 106.55 0.00 23,127.53 

乌江实业母公司 -828.29 -22.02 0.00 -806.27 

乌江电力合并 31,306.04 4,042.45 0.00 27,263.58 

武陵矿业矿业权 -2,349.14 6.34 -1,584.57 -77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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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1,360.27 4,384.80 -1,584.57 48,560.04 

注：调整数为武陵矿业扣除在构建长期资产过程中占用资金未偿还部分在本期计入费用

化的利息支出以及采矿权的摊销。 

（二）口径二业绩完成情况 

联合能源 2020 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210.18 

非经常性损益 5,887.20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322.98 

（三）收购资产实际完成业绩占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说明 

按照口径一联合能源 2020 年度收益法评估部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汇总合计净利润金额为 48,560.04 万元，实际完成业绩承诺 42,210.00 万元的 115.04%。 

按照口径二联合能源 2020 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金额为 41,322.98 万元，实际完成业绩承诺 37,830.00 万元的 109.23%。 

 

四、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公司 2021 年 3月 24日第九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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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3月 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