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631                证券简称：顺发恒业               公告编号：2021-30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顺发恒业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实施，公司全资子公司顺

发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业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与普星聚能股份公司

（以下简称“普星聚能”）分别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将以自有资金 18,865.16 万元，

向普星聚能收购其持有浙江东海德迦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迦风电”）100%

股权和浙江星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星风电”）65%股权。本次收购完

成后，公司将按照会计政策将德迦风电和星星风电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普星聚能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已于2021年6月1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公司独立

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审议该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王竞楠、

顾根永、盛树浩、王红民、孙宏涛进行了回避表决，经其余四名非关联董事海侠、

李历兵（独立董事）、邵劭（独立董事）、郑刚（独立董事）审议表决通过了该议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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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即可实施，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普星聚能 

（2）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注册地点：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沪青平公路 9390 号 1 幢一层-A 

（4）法定代表人：鲁伟鼎 

（5）注册资本：350,000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40256570E 

（7）经营范围：从事清洁能源、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

咨询、技术转让，对风电行业的投资，企业管理咨询、风电项目管理咨询，风电设

备、能源设备的安装、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合同能源管理，投资

管理。   

（8）主要股东：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57.14%）、民生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42.86%） 

（9）实际控制人：鲁伟鼎先生 

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普星聚能（原名上海普星聚能有限公司）于 2002 年 6 月 13 日成立，并于 2013

年 10 月 29 日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清洁能源、能源科技领域内的技术

开发、服务、咨询、转让，对风电行业的投资、咨询及能源设备的安装、销售。业

务主要分布在浙江、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地区。 

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3月 

（未经审计） 

2020年 

（经审计） 

2019年 

（经审计） 

2018年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12,773.86 658,230.32 665,114.34 692,861.44 

净资产 403,303.6 435,748.26 426,988.95 399,955.15 

营业收入 14,923.55 65,018.01 53,153.29 54,638.65 

净利润 2,136.27 12,317.92 14,489.64 4,628.74 

3、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说明 

普星聚能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人鲁伟鼎先生控制，为公司关联法人。 

4、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普星聚能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德迦风电 100%股权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德迦风电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浙江省象山县石浦镇檀头山岛檀兴渔村 

（4）法定代表人：杨红杰 

（5）注册资本：6,000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225786793670H 

（7）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电力设备制造、批发、零售。 

（8）股权结构：普星聚能持有其 100%股权。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913.61 23,742.40 

净资产 8,914.16 8,727.39 

营业收入 811.91 2,997.01 

净利润 186.77 559.09 

3、权属状况说明 

德迦风电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德迦风电

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的情

况。德迦风电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4、德迦风电与普星聚能经营性往来情况 

（1）德迦风电于 2015 年 9 月 23 日向普星聚能借款 5,000 万元，期限至 2023

年 9 月 22 日。 

（2）德迦风电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向万向财务有限公司借款 1,300 万元，期限

至 2022 年 7 月 26 日，此借款由普星聚能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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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德迦风电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上述经营性往来不

会构成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占用资金、为其提供担保等情

形；上市公司不存在为该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形。 

5、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德迦风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星星风电 65%股权 

1、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星星风电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台州市椒江区大陈镇南岙村东山头 

（4）法定代表人：林畅 

（5）注册资本：5,000 万元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100278294454X7 

（7）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及电力供应的设施筹建；电力及电气设备施工安装。 

（8）股权结构：普星聚能持有其 65%股权，星星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35%股

权。 

2、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538.69 16,135.76 

净资产 16,094.22 15,596.57 

营业收入 977.65 3,858.96 

净利润 497.64 1,844.39 

3、权属状况说明 

星星风电股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星星风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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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的情

况。星星风电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星星风电将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截至目前，该公

司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人占用资金、为其提供担保等情形；上

市公司不存在为该公司担保、委托该公司理财，以及该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

形。 

5、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已经星星风电股东会审议通过，星星集团有限公司已放弃

优先购买权。 

6、经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等途径查询，星星风电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根据北京金华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金华诚信

审字[2021]1022号、金华诚信审字[2021]1037号），本次交易价格以2020年12月31

日为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定价依据，确定交易价格为18,865.16万元，

其中德迦风电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8,727.39万元，星星风电65%股权的交易价格

为10,137.77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其

他相关利益安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受让方：恒业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出让方：普星聚能（以下简称“乙方“） 

标的资产：德迦风电 100%股权 

1、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款 

1.1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方案为：甲方以银行转账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乙方购买

标的资产。 

1.2 双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根据北京金华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金华诚信审字[2021]1022 号），以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

资产价值为定价依据。甲方同意就购买标的资产需向乙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为

8,727.39 万元。由甲方全部以银行转账现金形式以第二条约定的方式向乙方支付。 

2、标的资产的交割及付款方式 

2.1 双方同意，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3 日内，向乙方支付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

50%，即 4,363.70 万元。 

2.2 双方同意，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5 日内，在有权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

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双方应尽最大努力给予必要和可能的协助，直至该等

手续办理完毕。乙方按照本协议配合目标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将标的资产过户、

登记至甲方名下之日为资产交割日。 

2.3 双方同意，在目标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 日内，甲方应将本协

议第 1.2 条约定的剩余交易价款向乙方一次性支付。 

3、过渡期安排 

3.1 自标的资产审计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期间 

3.2 过渡期内，乙方对目标公司及其资产负有善良管理义务。应保证和促使目标

公司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如出现任何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或潜在事

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3.3 过渡期内，乙方保证不得签署、变更、修改或终止一切与目标公司有关的任

何合同和交易，不得扩大目标公司负债，不得转让或放弃权利，不得对目标公司的

资产做任何处置。但出于目标公司开展正常经营活动目的或经甲方同意的除外。 

3.4 除非乙方未尽足够的善良管理义务，过渡期内目标公司有关资产的损益均由

甲方承担，但如由于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亏损导致标的资产对应的净资产低于本次交

易对价的，由乙方以现金予以补足。 

4、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4.1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的实施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的全部成就及满足： 

4.1.1 本协议经双方依法签字盖章； 

4.1.2 甲方依据法律、章程、制度通过本次交易事项； 

4.1.3 乙方及目标公司已按照其内部相关制度履行了必要程序。 



4.2 双方同意，为促使上述先决条件之成就或为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双方可签署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协议在内的进一步法律文件，该等法律文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3 若第 4.1 条所述之先决条件不能成就及满足，致使本次交易无法正常履行的，

协议任何一方不追究协议其他方的法律责任，但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先决条件未满

足的情况除外。 

5、税费 

5.1 双方同意，由于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收和政府收费，由双方

根据有关规定各自承担，相关法律法规未规定承担方的，由双方平均分摊。 

5.2 除上述第 5.1 条约定外，因准备、订立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其他费用（如

中介机构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 

6、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6.1 本协议于双方签署后成立，在本协议第 4.1 条规定的各项先决条件全部成就

时生效。 

6.2 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方可视为本协议最终履行

完毕。 

6.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以书面形式

解除。 

6.4 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变更均需以书面形式作出，双方可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

方式对本协议相关条款进行补充约定。 

7、违约责任及补救 

7.1 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

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

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全部损失。 

7.2 如因法律、法规、政策限制或非因任何一方违约而未能满足本协议约定的协

议生效条件，导致本次交易无法进行，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二）《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 



受让方：恒业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出让方：普星聚能（以下简称“乙方“） 

标的资产：星星风电 65%股权 

1、股权转让标的和转让价款 

1.1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方案为：甲方以银行转账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乙方购买

标的资产。 

1.2 双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根据北京金华诚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

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金华诚信审字[2021]1037 号），以基准日经审计的账面净

资产价值为定价依据。甲方同意就购买标的资产需向乙方支付的交易对价为

10,137.77 万元。由甲方全部以银行转账现金形式以第二条约定的方式向乙方支付。 

2、标的资产的交割及付款方式 

2.1 双方同意，甲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3 日内，向乙方支付标的资产交易对价的

50%，即 5,068.88 万元。 

2.2 双方同意，双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5 日内，在有权的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办理

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双方应尽最大努力给予必要和可能的协助，直至该等

手续办理完毕。乙方按照本协议配合目标公司在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将标的资产过户、

登记至甲方名下之日为资产交割日。 

2.3 双方同意，在目标公司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之日起 3 日内，甲方应将本协

议第 1.2 条约定的剩余交易价款向乙方一次性支付。 

3、过渡期安排 

3.1 自标的资产审计基准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期间 

3.2 过渡期内，乙方对目标公司及其资产负有善良管理义务。应保证和促使目标

公司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如出现任何存在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或潜在事

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3.3 过渡期内，乙方保证不得签署、变更、修改或终止一切与目标公司有关的任

何合同和交易，不得扩大目标公司负债，不得转让或放弃权利，不得对目标公司的

资产做任何处置。但出于目标公司开展正常经营活动目的或经甲方同意的除外。 

3.4 除非乙方未尽足够的善良管理义务，过渡期内目标公司有关资产的损益均由



甲方承担，但如由于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亏损导致标的资产对应的净资产低于本次交

易对价的，由乙方以现金予以补足。 

4、本次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4.1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的实施取决于以下先决条件的全部成就及满足： 

4.1.1 本协议经双方依法签字盖章； 

4.1.2 甲方依据法律、章程、制度通过本次交易事项； 

4.1.3 乙方及目标公司已按照其内部相关制度履行了必要程序。 

4.2 双方同意，为促使上述先决条件之成就或为履行相关报批手续，双方可签署

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协议在内的进一步法律文件，该等法律文件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

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3 若第 4.1 条所述之先决条件不能成就及满足，致使本次交易无法正常履行的，

协议任何一方不追究协议其他方的法律责任，但故意或严重过失造成先决条件未满

足的情况除外。 

5、税费 

5.1 双方同意，由于签署以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所有税收和政府收费，由双方

根据有关规定各自承担，相关法律法规未规定承担方的，由双方平均分摊。 

5.2 除上述第 5.1 条约定外，因准备、订立及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其他费用（如

中介机构费用）由双方各自承担。 

6、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6.1 本协议于双方签署后成立，在本协议第 4.1 条规定的各项先决条件全部成就

时生效。 

6.2 本协议项下约定的双方的权利义务全部履行完毕方可视为本协议最终履行

完毕。 

6.3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双方一致同意解除本协议时，本协议方可以书面形式

解除。 

6.4 对本协议任何条款的变更均需以书面形式作出，双方可通过签署补充协议的

方式对本协议相关条款进行补充约定。 

7、违约责任及补救 



7.1 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议项下其应履

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构成其违

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全部损失。 

7.2 如因法律、法规、政策限制或非因任何一方违约而未能满足本协议约定的协

议生效条件，导致本次交易无法进行，不视为任何一方违约。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普星聚能及其关联方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等方

面仍将保持独立，普星聚能及其关联方亦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七、关于本次交易后的同业竞争情况 

1、关于同业竞争情况说明 

普星聚能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普星国际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温岭聚能风力发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温岭风电”）68%股权，该公司主营为风力发电。基于：（1）目前

温岭风电项目未启动建设；（2）在现行电力监管体制下，电价由政府部门在项目核

准时一次性核定，各风力发电企业对核定上网电价无定价权；（3）在现行电力监管

政策下，风力发电应全额消纳，即风力所发电量可全部上网实现销售。综上，为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达成，国家大力支持发展可再生能源，目前现有风力发

电企业间不存在价格和电量的竞争关系。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普星聚能与公司仅存在形式上同业竞争，但不存在实

质性同业竞争。 

2、避免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 

公司实际控制人鲁伟鼎先生为避免和解决与上市公司在风力发电领域可能出现

的同业竞争，维护顺发恒业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出具了《实际控制人避免与解

决同业竞争的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对于本人所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现有的风力发电业务，

在未来 5 年内按照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在符合届时适用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规

则的前提下，通过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业务调整等多种方式解决与顺发恒业形式



上的同业情形。 

（2）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除现有风力发电业务外，本人或本人所实际控制的其

他企业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与顺发恒业构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风力发电

业务。 

（3）如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则本人将按照相关规定及监管部门要求承担相应责

任。 

（4）在本人作为顺发恒业实际控制人期间，上述承诺对本人具有约束力。 

 

八、本次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积极响应“碳达峰、碳中和”国家号召，探索清洁能源运行和城市美好生

活体系的发展路径，投资清洁能源新经济产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注入清晰、稳定、未来收益可控的风电资产，有助于增强公

司可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构筑低碳、高质、可持续的综合发展能力。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和清洁能源战略，推动公司优质发展和产业战略升级，有利于维护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1、公司与普星聚能的关联交易情况： 

2021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普星聚能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除本次交易

外，无其他关联交易。 

2、公司与普星聚能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的交易情

况： 

2021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普星聚能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

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427,161.35 万元。 

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交易对方与公司受同一最终控制人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竞争力，有利于公司长远发



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3）公司与交易对方拟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交易价格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董事

会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我们同意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 

 

十一、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顺发恒业股份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6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