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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低温供热堆平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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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国核电”）拟与浙

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电力”）、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以

下简称“原子能院”）、北京核泽惠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北京核泽”）、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华兴”）、同方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方股份”）和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原

子能工业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低温堆平台公司“中核燕龙科技有限公司”（暂

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准注册名称为准，以下简称“中核燕龙”）。 

 过去 12个月，公司不存在共同投资类的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但需在相关工商行政主管部

门办理登记手续。 

 风险提示：公司本次设立中核燕龙尚需获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

存在不确定性。同时，中核燕龙设立后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行业政



策、市场环境及经营管理等因素影响，导致投资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的战略规划，结合项目推进的需要，公司拟与关联方浙能电力、原

子能院、北京核泽、中核华兴、同方股份和原子能工业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低温堆

平台公司中核燕龙。 

中核燕龙注册资本为 50,000万元，公司拟出资 25,500万元，占中核燕龙注

册资本的 51%，公司出资额度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本关联交

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联关系 

中核燕龙其他股东浙能电力、原子能院、北京核泽、中核华兴、同方股份和

原子能工业公司均为公司关联方，关联关系如下： 

1、浙能电力为持股公司重要控股子公司 10%股份以上的其他股东，持有秦

山核电有限公司 28%股权、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 20%股权、秦山第三核电有限

公司 10%股权、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20%股权、中核辽宁核电有限公司 10%股权。 

2、原子能院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集

团”）下属科研院所。 

3、北京核泽为原子能院技术人员持股平台公司，与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为一致行动人。 

4、中核华兴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核集团间接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5、同方股份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核集团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 

6、原子能工业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中核集团 100%持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与浙能电力、原

子能院、北京核泽、中核华兴、同方股份和原子能工业公司共同投资设立中核燕



龙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不存在共同投资类

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浙能电力 

公司名称：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152 号浙能大楼 2楼 

法定代表人：孙玮恒 

注册资本：1,360,068.9988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开发，经营管理，电力及节能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节能

产品销售，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电力设备检修，售电服务（凭

许可证经营），冷、热、热水、蒸汽的销售，电力及节能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

合同能源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危险废物经营（凭许可证经营），教育

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浙能电力资产总额为

11,451,242.9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7,631,420.62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5,168,443.34 万元；净利润为 667,343.10 万元。 

2、原子能院 

单位名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单位性质：事业单位 

注册地址：北京市房山区新镇北坊  

负责人：罗琦 



开办资金：20,563万元 

经营范围：研究原子能科学，促进核科技发展。核科学技术研究、理论物理

研究、核物理和等离子体物理研究、反应堆技术研究、放射化学与分析化学研究、

加速器技术研究、同位素技术研究、放射性计量研究、核防护与环保研究；相关

学历教育、继续教育与专业培训。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原子能院资产总额为

1,559,756.55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928,708.84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321,309.82万元；净利润为 9,692.27万元。 

3、北京核泽 

企业名称：北京核泽惠世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科学城中核路 1号 04号楼三层 327 

执行事务合伙人：张占利 

认缴出资：10 万元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技术服务。（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北京核泽成立于 2021年 6月 15日，为原子能院技术人员持股平台公司，与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为一致行动人。 

4、中核华兴 

公司名称：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79号 

法定代表人：张仕兵 



注册资本：261,823.2744万元 

经营范围：建筑、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电力、矿山、石油化工、市政公

用、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及工程总承包；建设项目投资，项目管理，经济信息咨

询服务；地基基础、起重设备安装、电子与智能化、消防设施、桥梁、隧道、钢

结构、建筑装修装饰、建筑机电安装、古建筑、城市及道路照明、公路路面、公

路路基、公路交通、水利水电机电安装、核工程、环保、特种工程、土石方、爆

破与拆除工程专业承包；建筑工程设计；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室内外装修装饰工

程、环境艺术工程施工；室内外装饰材料销售；工业建设项目的设备、电器、仪

表及生产装置的安装；蒸汽锅炉及管道安装；金属门窗、水泥混凝土制品、水泥

预制构件、商品混凝土的生产、销售；防火门生产、安装和销售；机械设备维修；

机械设备租赁；木材加工；建筑材料检测；建筑工程无损检测；建筑工程劳务承

包；承包境外核工业、工业、民用建筑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对外派遣实施

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相关

技术服务；砂石开采、加工、销售；道路货物运输；安防技术、智能技术、互联

网技术、智能设备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物联网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研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产品及软件研发、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核华兴资产总额为

5,127,068.90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929,553.87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2,212,760.70万元；净利润为 55,333.70万元。 

5、同方股份 

公司名称：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号清华同方科技大厦 A座 30 层 

法定代表人：黄敏刚 

注册资本：296,389.8951万元 



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不含新闻、出版、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

械等内容；对外派遣实施与出口自产成套设备相关的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

商用密码产品生产；商用密码产品销售；社会公共安全设备、交通工程设备、建

筑智能化及市政工程机电设备、电力工程机电设备、节能；人工环境控制设备、

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集成电路、办公设备、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生

产；水景喷泉制造；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北京以及长

春、南昌）；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计算机及周边设备的生产、销售、技术服务

和维修；社会公共安全设备、交通工程设备、建筑智能化及市政工程机电设备、

电力工程机电设备、节能；人工环境控制设备、通信电子产品、微电子集成电路、

办公设备的销售及工程安装；仪器仪表、光机电一体化设备的开发、销售；消防

产品的销售；高科技项目的咨询、高新技术的转让与服务；物业管理；进出口业

务；机电安装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智能化、城市及道路照明、电子工程专业承

包；室内空气净化工程；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智能化系统集成（不含消防子系

统）专项工程设计；水景喷泉设计、安装、调试；安防工程（设计、施工）；有

线电视共用天线设计安装；广告发布与代理；船只租赁；工程勘察设计；设计、

销售照明器具；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销售机械设备、五金、交电、家

用电器、软件及辅助设备、广播电视设备、通讯设备、电子产品。（市场主体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同方股份资产总额为

3,142,134.62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055,295.56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入为

2,590,704.82万元；净利润为 31,262.26万元。 

6、原子能工业公司 

公司名称：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华远街 9号楼 



法定代表人：辛锋 

注册资本：660,000万元 

经营范围：核燃料专用材料及专用设备研发、制造与销售；核燃料研发；核

燃料经营管理；核燃料加工设施建设、工程研究与设计；核燃料加工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机械电子设备、仪器及零部件的设计、制造、销售；进出

口业务；招标代理业务；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针纺织品、日

用百货、建筑材料、仪器仪表、汽车配件、自动化控制软硬件及外部设备销售；

举办经济技术展览会；对外经济贸易咨询服务及技术交流；仓储；物业管理；出

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限在外埠从事制造、建设活动；市场主体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原子能工业公司资产总

额为 6,943,847.06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932,913.23 万元；2020 年度营业收

入为 2,361,239.48 万元；净利润为 225,516.23 万元。 

三、中核燕龙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与中核燕龙其他股东

浙能电力、原子能院、北京核泽、中核华兴、同方股份和原子能工业公司签署《中

核燕龙科技有限公司章程》，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名称：中核燕龙科技有限公司（以工商行政主管部门登记结果为准） 

2、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南礼士路 21号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资本：50,000万元 

5、经营范围：泳池堆科研与设计、工程技术管理、技术咨询服务；泳池堆

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管理；城镇清洁能源供热，智能化供热管理；生产、销

售热力及辐照相关产品；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许可、货物和技术进出口等；



技术成果孵化（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6、经营期限：长期 

7、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25,500 51% 

2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7,500 15% 

3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知识产权 5,000 10% 

4 
北京核泽惠世管理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知识产权 5,000 10% 

5 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2,500 5% 

6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2,500 5% 

7 中国原子能工业有限公司 货币资金 2,000 4% 

合计 50,000 100% 

8、法人治理结构 

中核燕龙设董事会，由 5名董事组成。其中中国核电提名 2名，浙能电力提

名 1名，原子能院提名 1名，职工董事 1名。 

中核燕龙设监事会，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中国核电提名 1名，浙能电力提

名 1名，职工监事 1名。 

中核燕龙设总经理 1名，副总经理若干名，总会计师 1名。总经理由中国核

电推荐，董事会聘任；副总经理、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

聘任。 

中核燕龙董事长由中国核电推荐的董事担任，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中国核电，乙方：浙能电力，丙方：原子能院，丁方：北京核泽，戊

方：中核华兴，己方：同方股份，庚方：原子能工业公司。 

（二）中核燕龙基本情况及法人治理结构 

同本公告“三、中核燕龙的基本情况”。 



（三）股东出资 

1、各方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及认缴的出资额分别为：甲方：认

缴人民币贰亿伍仟伍佰万元整（￥255,000,000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1％；

乙方：认缴人民币柒仟伍佰万元整（￥75,000,000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5％；

丙方：认缴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0％；丁

方：认缴人民币伍仟万元整（￥50,000,000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10％；戊方：

认缴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0,000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己方：

认缴人民币贰仟伍佰万元整（￥25,000,000 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庚方：

认缴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4％。 

甲方、乙方、戊方、己方、庚方以货币方式出资。丙方、丁方以技术成果评

估值作价入股，且丙方与丁方为一致行动人。 

2、注册资本以货币资金方式出资的，由各股东方在公司成立后 30个工作日

内一次性实缴到位。 

3、注册资本以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的，在公司成立后由公司与技术成果出资

方共同签署技术入股协议及相关技术许可协议，并以届时有效的经备案的评估结

果确定相应的价值。 

（四）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1、各方的权利：（1）出席股东会，除股东另有约定外，按实缴出资比例行

使表决权；（2）除股东另有约定外，按实缴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和其他形式的利益

分配；（3）依照有关规定，转让出资、优先购买其他股东转让的股权；（4）公司

新增资本时，按实缴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5）依法享有知情权，获取有关信

息；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

和财务会计报告；（6）依照法律和章程规定行使选举权；依法参与重大决策和选

择管理者；对公司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提出建议或者质询；（7）公司解散时，

按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剩余资产，丙方对其作价入股的知识产权在同等条件下享有

优先购买（分配）权；（8）法律法规所赋予的其他权利。 

2、各方的义务：（1）遵守本协议的规定，保守公司的商业秘密；（2）依其



应认缴的出资额及出资方式向公司缴纳出资，保证其所出资的财产系其可支配的

无争议的合法财产，公司不会因其出资行为招致第三方的索赔；除法律规定的情

形外，不得抽回出资；（3）执行股东会决议，维护公司利益；（4）依照法定程序

行使职权；（5）根据股东会会议决议，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按照认缴出资

比例为公司融资或提供融资所需担保；（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五）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生效。各

方承诺其在签署本协议前已履行完毕全部内部决策和外部审批程序，如因未履行

相关决策、审批程序，导致本协议效力瑕疵或履行障碍的，视为该方违约，应向

公司和其他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六）违约责任 

本协议生效后，任何股东方不履行协议或不完全履行协议所规定的有关条

款，属于违约。如一股东方违约给公司或其他股东方造成经济损失时，则违约一

方须对此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设立低温供热堆平台公司符合国家发展清洁能源的相关政策，是公司响

应国家“碳中和、碳达峰”的具体举措，同时低温供热堆技术具有广阔的市场前

景，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布局低温供热堆技术市场。此外，公司协同相关关联方

设立低温供热堆平台公司能够整合公司关联方之间的技术与资本资源，实现技术

突破，促进池式型核能技术的产业化发展。 

六、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8 月 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

立低温供热堆平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车大水、刘修红、武汉璟、

虞国平回避表决。经其他非关联董事审议，以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

致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该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关于设立低温供热堆平

台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函》 

特此公告。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