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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80           证券简称：ST平能           公告编号：2021-078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进一步剥离

完成及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恢复审查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公告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电力”）拟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庄能源”“公司”），同时平庄能源将除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收益、应交税费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出售给平庄能源控股股东内蒙古平庄煤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且龙源电力以现金购买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他下属公司

持有的部分新能源业务资产（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为解决土地权属瑕疵问题，龙源电力对存在权属瑕疵的资产进行了剥离，公司根据相

关规定及时披露了关于本次交易涉及的龙源电力相关资产剥离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涉及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剥离事项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5）。 

根据监管审核要求，龙源电力需对临朐龙源部分用地瑕疵资产进行进一步剥离。考虑

到有关工作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公司根据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了中止审查行政许可

事项的申请，并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取得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

中止审查通知书》（211956 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龙源电力本次交易所涉部分用地瑕疵资产进一步剥离事项已完成，

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查工作。 

就对龙源电力本次交易所涉部分用地瑕疵资产进一步剥离事项进展情况进行说明如

下（本公告中涉及简称如无特殊说明，与《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资产剥离事项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中简称一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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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剥离事项进展情况 

1、临朐龙源进一步剥离事项进展 

龙源电力与山东电力已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签署《国电山东龙源临朐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股东投票权行使协议》，临朐龙源已不属于龙源电力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为进一步解决临朐龙源的土地权属瑕疵，临朐龙源对涉及权属瑕疵的 2,500 平方米土地及

地上风电机组、配套塔筒、箱式变压器合计 4 项资产进行了剥离，已履行的有关程序如下： 

2021 年 10 月 25 日，山东电力 2021 年第 24 次党委会议作出决议，同意临朐公司将

有关瑕疵资产以依规备案的评估值为转让价格协议转让至国家能源集团或国家能源集团

所属企业。 

2021 年 10 月 25 日，中联评估出具中联评报字[2021]第 3117 号《国电山东龙源临朐

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拟转让九山风电场部分资产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临朐龙源拟转让的瑕

疵资产于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的评估值为 5,536.71 万元。 

2021 年 10 月 26 日，国家能源集团 2021 年第十八次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临

朐龙源将瑕疵资产以非公开协议方式转让给国家能源集团间接全资子公司国家能源（山东）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新能源”），交易对价由经备案的评估报告确定。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临朐龙源与山东新能源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约定临朐龙源

将有关瑕疵资产转让给山东新能源，转让价格以经国家能源集团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双

方应于协议签署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交割，交割完成后瑕疵资产的所有权利、利益

及风险转移至山东新能源，并由山东新能源承担瑕疵资产的所有责任和义务。 

2021 年 10 月 31 日，国家能源集团出具《国电山东龙源临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拟转

让九山风电场部分资产项目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备案编号：6116GJNT2021174）。 

2021 年 11 月 1 日，临朐龙源与山东新能源签署《资产移交确认书》，明确“转让双

方确认，截至本确认书签署日，转让方已将《转让标的明细表》所列的资产及一切必要文

件移交给受让方，双方已完成转让标的的清点、审查、核对和交割工作，受让方对转让标

的资产状况不持有异议。自本确认书签署之日起，转让标的的所有权利、利益及风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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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受让方，并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标的的所有责任和义务，转让方不对转让标的承担任何责

任。” 

2021 年 11 月 1 日，山东新能源向临朐龙源指定账户一次性支付了上述瑕疵资产的全

部转让价款。 

2、本次资产剥离完成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资产剥离中临朐龙源已不属于龙源电力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

的控股子公司，且临朐龙源的瑕疵资产已完成交割，瑕疵资产的所有权利、利益及风险已

经转移至山东新能源，并由山东新能源承担瑕疵资产的所有责任和义务，本次进一步剥离

完成。 

同时，根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资产剥离事项

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福建龙源、莆田龙源瑕疵资产已完成交割，瑕疵

资产的所有权利、利益及风险已经转移至福建国电风电，并由福建国电风电承担瑕疵资产

的所有责任和义务。 

上述资产剥离完成后，福建龙源、莆田龙源和临朐龙源留存资产的各项所需资质不受

影响，能够正常生产经营；留存资产和剥离资产产生相关收益和费用能够在原有主体和承

接方分别核算。 

二、相关资产剥离对龙源电力影响 

1、相关剥离瑕疵资产对应使用土地及装机容量影响 

原有剥离及本次进一步瑕疵资产剥离对应使用土地及装机容量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瑕疵资产 

瑕疵资产对

应土地面积
（平方米） 

瑕疵资产对应土地占
龙源电力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使用土地

总面积比例 

瑕疵资产对应

装机容量 

瑕疵资产对应装机
占龙源电力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总装机的比例 

福建龙源 萩芦风电场 

1处升压站所占宗地

及地上附属物合计2

项资产 

1,120.57 0.0036% - - 

莆田龙源 万云风电场、
15 台风机所占宗地

及地上附属物合计4
1,527.00 0.0048% 37.5MW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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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项目名称 瑕疵资产 

瑕疵资产对

应土地面积
（平方米） 

瑕疵资产对应土地占
龙源电力截至 2021

年 6月 30日使用土地

总面积比例 

瑕疵资产对应

装机容量 

瑕疵资产对应装机
占龙源电力截至

2021年 6月 30日

总装机的比例 

石盘山风电场 项资产 

临朐龙源 九山风电场 

8台风机所占宗地及
地上附属物合计 4

项资产 

2,500.00 0.0079% 16MW 0.06% 

合计 5,147.57 0.0163% 53.5MW 0.21% 

注：临朐龙源总装机容量 48MW，目前已不属于龙源电力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 

相关剥离瑕疵资产对龙源电力使用土地及装机容量不存在重要影响，其中对应土地面

积合计 5,147.57 平方米，占龙源电力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使用土地总面积比例仅为

0.0163%；对应装机容量 53.5MW，占龙源电力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总装机的比例仅为

0.21%。 

2、相关剥离瑕疵资产对应财务指标影响 

原有剥离及本次进一步瑕疵资产剥离对应财务指标合计影响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指标影响 

（负数代表减少） 

2021年 6月 30日/2021年 1-6月 2020年 12月 31日/2020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瑕疵资产 

福建龙源 151.01 80.80 - 138.02 67.81 - 

莆田龙源 -2,580.72 -4,902.93 -3,674.67 -3,107.77 -5,429.98 -8,497.86 

临朐龙源 -25,456.72 -5,322.69 -2,249.44 -26,451.76 -5,118.37 -3,008.74 

合计 -27,886.43 -10,144.82 -5,924.11 -29,421.51 -10,480.54 -11,506.60 

占龙源电力比例 0.16% 0.14% 0.33% 0.17% 0.16% 0.40% 

注：上述测算中已考虑临朐龙源不属于龙源电力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影响。 

相关剥离瑕疵资产对龙源电力财务指标不存在重要影响，总资产、净资产及营业收入

各项财务指标合计数占龙源电力比例均不足 1%。 

3、相关剥离瑕疵资产对损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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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龙源和莆田龙源将瑕疵资产转让至福建国电风电，预期影响福建龙源和莆田龙源

资产处置收益约为-4,462.10 万元（不含税）（按资产转让金额 18,643.26 万元（不含税）

减去标的资产于交割日的账面价值 23,105.35 万元计算得出）。 

龙源电力在转让临朐龙源控制权的前后对其持股比例均为 50%，龙源电力对临朐龙

源的处置对价和处置份额均为 0，在龙源电力转让临朐龙源控制权的时点，不影响龙源电

力合并报表损益。临朐龙源将瑕疵资产转让至山东新能源，预期影响临朐龙源资产处置收

益约为-824.85 万元（不含税）（按资产转让金额 4,900.58 万元（不含税）减去标的资产

于交割日的账面价值 5,725.43 万元计算得出）。龙源电力对临朐龙源自 2021 年 9 月起按

权益法核算，上述事项预期影响龙源电力投资收益-412.42 万元。 

综上所述，相关剥离瑕疵资产对龙源电力损益影响较小。 

三、申请恢复审查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龙源电力本次交易所涉部分用地瑕疵资产进一步剥离事项已完成。

因此，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恢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查工作。 

四、风险提示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方可实施，能否获得核准批复尚存

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中国证券报》《深圳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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