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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21            股票简称：上海电力          编号：2021-118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

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 

的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召开董事

会 2021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监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电投集

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

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签署《补充协议》涉及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99,579,449 股（含 199,579,449 股），且

发行股票数量上限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

对象为 1 名特定对象，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股票。根据公司与发行对象于 2021年 5月 27 日签署的《上

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

“《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发行对象拟认购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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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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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股份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元） 

1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9,579,449 1,231,405,200 

2、本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国家电投集团。国家电投集团系本

公司的控股股东，国家电投集团为本公司关联方，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董事会 2021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监事会 2021 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胡建东、魏居亮、王海民、刘洪亮、聂毅涛、王浩、

徐骥履行了回避表决义务，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项议案。该项关联交易

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及战略合作相关事

项的议案》，本次签署《补充协议》在上述授权范围内，因此上述议案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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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构成重组上市，需要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二、关联方国家电投集团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钱智民 

注册资本：3,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03 年 3 月 31 日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10534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院 3 号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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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

运行及检修；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

运活动）；铁路运输；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

代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2、股权结构图 

国家电投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截至本预案出具日，国家电投

集团与其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如下图： 

 

3、主营业务情况 

国家电投集团为五家大型国有独资发电企业集团之一，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

国资委。国家电投集团以电力生产和销售为主要业务，电力销售收入是国家电投

集团主营业务收入的主要来源。通过调整产业布局，形成了以煤炭为基础、电力

为核心、有色冶金为延伸的煤—电—铝产业链，并向金融、电站服务等业务延伸。

国家电投集团资产分布在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及港、澳、缅甸和几内亚等

地，拥有多家 A 股上市公司。 

4、最近三年简要财务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13,241.37 11,943.40 10,803.01 

负债合计 9,729.45 9,043.92 8,474.51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11.92 2,899.48 2,328.50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总收入 2,782.28 2,722.40 2,264.15 



4 

 

利润总额 206.99 159.01 108.48 

净利润 138.35 105.41 67.43 

数据来源：国家电投集团 2018 年、2019 年及 2020 年审计报告 

5、构成何种关联关系 

国家电投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6、经核查，国家电投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99,579,449 股（含 199,579,449 股），且发

行股票数量上限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

象为 1 名特定对象，为国家电投集团。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全部股票。根据公司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及《补充协议》，发行对

象拟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拟认购股份数量（股） 拟认购金额（元） 

1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99,579,449 1,231,405,200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董事会 2021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日。本次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为 5.73 元/

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6.17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等事项，本次发行价

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锁定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发行对象国家电投集团认购本次公司非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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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等对发行对象所认购股票的限售期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滚存利润安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

后的新老股东按发行后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四、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签订的《认购协议》主要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刊载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控股股

东及关联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

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五、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签订的《补充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发行人）：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认购方）：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1 年 12 月 27 日 

（二）主要内容 

第一条 《认购协议》鉴于条款第 4 条原为： 

“甲方同意向乙方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新股，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部分新股。” 

双方同意将上述《认购协议》鉴于条款第 4 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条款如下： 

“甲方同意向乙方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乙方同意认购甲方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第二条 《认购协议》第 1.3.1 条原为：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61,654,003 股” 

双方同意将上述《认购协议》第 1.3.1 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条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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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99,579,449 股” 

第三条 本协议的签订和履行适用中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

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法律，并依据中国法律进行解释。凡与本

协议有关或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解

决。如不能通过协商解决该争议，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

法院起诉。 

第四条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自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方案有利于公司做强主业，提升公司整体

的竞争力并保证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优化公司财务结

构，提升抗风险能力，没有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化，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关联方占用或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已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12 月 27 日，公司董事会 2021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胡建东、魏居亮、王海民、刘洪亮、聂毅涛、王浩、徐骥履行了

回避表决义务，7 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项议案。该项关联交易已取得全体

独立董事的事前确认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尚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与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均立足

于正常的商业原则，公平、公正、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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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的情形。 

九、2020 年与该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2020 年度，公司与国家电投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重大关联交

易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交所官方网站上披露的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信息

披露文件。 

十、备查文件 

1、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 

3、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的《上海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4、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2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