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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洁能           公告编号：2021-087 

债券代码：163399             债券简称：20 亿利 01 

债券代码：163692             债券简称：20 亿利 02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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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向甘肃亿恒分期投资，累计投资不超过 60,000 万元，用于发展武威光

伏治沙项目；拟向光氢公司分期投资，累计投资不超过 150,000 万元，用于

发展蒙西光伏治沙项目。 

 上述对外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额度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实施亦不

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甘肃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的议案》、《关于对外投资库布其光氢治沙（杭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对外投资概述 

（一） 为加快推进“甘肃武威 50 万千瓦立体光伏治沙产业化示范项目”（以

下简称“武威光伏治沙项目”）建设实施，同意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甘肃亿韬新

能源有限公司分期向全资孙公司甘肃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亿

恒”）投资，累计投资不超过 60,000 万元，用于发展武威光伏治沙项目。授权

公司管理层根据投资计划决定并办理投资资金拨付、签署相关协议及其他后续事

项。 

（二） 为加快推进“蒙西基地库布其 200 万千瓦光伏治沙项目”（以下简

称“蒙西光伏治沙项目”）建设实施，同意公司分期向联营公司库布其光氢治沙

（杭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氢公司”）投资，累计投资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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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00 万元，用于发展蒙西光伏治沙项目。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投资计划决定

并办理投资资金拨付、签署相关协议及其他后续事项。 

上述对外投资属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额度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实施亦不存在

重大法律障碍。 

二、 其他投资主体情况 

（一） 甘肃亿恒投资主体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亿韬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甘肃亿恒 100%股权，系公司

全资孙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二） 光氢公司其他投资主体情况 

1.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峡能源”） 

三峡能源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600905.SH，

注册资本 2,857,100 万元人民币，控股股东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主营

业务为风能、太阳能的开发、投资和运营。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三峡能源经审计的总资产 14,257,636 万元，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 4,191,317 万元，营业收入 1,131,493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61,099 万元；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三峡能源未经审计的总

资产 19,654,928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权益 6,716,489 万元，营业收入

1,114,801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99,814 万元。 

2. 鄂尔多斯市同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同圆投资”） 

同圆投资于 2013 年 05 月 30 日成立，注册资本 80,660 万元人民币，为杭锦

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全资公司。主要经营对采矿业、农业、水利、环

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文化产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电力、燃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的投资；砂石、商品混凝土的加工、销售；工程机械租赁及技

术咨询服务；道路建设。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3. 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简称“鄂尔多斯市新能源”） 

鄂尔多斯市新能源于 2013 年 05 月 30 日成立，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人民币，

为鄂尔多斯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风能、

太阳能、生物质能新能源项目开发；石油、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等）勘探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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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发；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及储能项目建设开发；铀矿项目开发、氢能项目开

发、天然气液化项目开发及其他新能源相关产业项目开发；太阳能发电、风力发

电、生物质发电；电力生产和销售。未提供相关财务数据。 

三峡能源、同圆投资、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均为正常经营的公司，具备相应履

约能力。公司与三峡能源、同圆投资、鄂尔多斯市新能源之间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 对外投资甘肃亿恒 

1.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甘肃亿恒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工业园区天马大道经四路南口 

成立日期：2021 年 04 月 06 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法定代表人：尹和平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家禽饲养；牲畜饲养；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

电业务。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谷物种植；新鲜水果批发；新鲜蔬菜批发；

谷物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新鲜水果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新鲜蔬菜零

售；中草药种植；蔬菜种植。 

2. 股东情况：公司通过甘肃亿韬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甘肃亿恒 100%股权。 

以上信息和甘肃亿恒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等，以最终经工商管理部门

登记的信息为准。 

3. 标的公司主要经营项目：甘肃亿恒作为武威光伏治沙项目的实施主体，

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及经营。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武威市，装机规模 50 万千瓦，

计划于 2022 年并网发电。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28 亿元。项目建设按照“光伏治沙”

综合利用模式，采用“农牧光互补”开发方式，打造“光伏新能源+沙漠治理+

现代农业”的立体循环产业发展模式，符合国家能源绿色转型发展战略。 

（二） 对外投资光氢公司 

1.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库布其光氢治沙（杭锦旗）新能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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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北工业园区装备制造大楼 

注册资本：300,000 万元人民币（以最终工商登记为准） 

法定代表人：汤建军 

经营范围：光伏氢能产业、光伏氢能有关产品研发、经营、新能源项目投资

开发等 

2. 股东情况：公司持股 48.50%，三峡能源持股 48.50%，同圆投资持股 2%，

鄂尔多斯市新能源持股 1%  

以上信息和光氢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人员安排等，以最终经工商管理部门

登记的信息为准。 

3. 标的公司主要经营项目：光氢公司作为蒙西光伏治沙项目的实施主体，

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及项目经营。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鄂尔多斯市，总装机容量

200 万千瓦，计划于 2023 年底全部并网发电。预计总投资约 120 亿元。项目建

设按照“光伏治沙”综合利用模式，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储能系统、3 座 220KV

升压站、施工道路、送出线路工程等配套工程。 

四、 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 对外投资甘肃亿恒 

公司全资子公司甘肃亿韬新能源有限公司持有甘肃亿恒 100%股权，系公司

全资孙公司，无其他投资主体。 

（二） 对外投资光氢公司 

1. 合同主体 

甲方：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鄂尔多斯市同圆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丁方：鄂尔多斯市新能源开发利用有限公司 

2. 投资安排 

光氢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00,000 万元，由各方以现金认缴出资。甲方以

现金出资人民币 145,500 万元，占光氢公司注册资本的 48.5%；乙方以现金出资

人民币 145,500 万元，占光氢公司注册资本的 48.5%；丙方以现金人民币 6,000

万元，占光氢公司注册资本的 2%；丁方以现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占光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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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的 1%。 

各方以出资额为限对光氢公司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各方在完成内部出资审批

相关程序后同步实缴，最晚不超过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出资到位。光氢公司投

入运营及运营过程中资金不足部分，由光氢公司负责筹集。 

3. 损益承担 

各方按照各自对拟设公司的出资份额享受拟设公司分配的利润；对于拟设公

司出现的亏损，由各方协商是否以增资的方式解决；对于拟设公司出现的对外债

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 

4. 各方权利与义务 

各方应尽快落实本协议的执行，将对光氢公司的出资尽快到位。各方在光氢

公司中的权利义务以各方签署的光氢公司章程为准，光氢公司章程与本协议有不

一致的，以光氢公司章程为准。 

5. 股权的转让 

股东在光氢公司登记之日起三年内，不得转让其持有的股份及出资份额；股

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光氢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时，须经其他股东同意。 

经各方一致同意，第三方可以增资或部分股权受让的方式作为光氢公司的新

股东。 

6. 争议及解决 

对于合作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争议，各方应在友好协商的原则下协商解决，对

于光氢公司成立后各方基于股东地位产生的争议，首先应在光氢公司股东会的层

面讨论、协商。各方的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可以向各方住所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7. 其他 

协议内容的变更应经各方一致同意方可进行。如日后各方签署的光氢公司章

程内容与本协议内容有不一致之处，以光氢公司章程为准。 

五、 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对外投资甘肃亿恒后，甘肃亿恒纳入公司合并范围，武威光伏

治沙项目并网发电后，预计将对公司未来营业收入和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有

助于提高公司光伏治沙业务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6 

（二） 本次对外投资光氢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蒙西光伏

治沙项目并网发电后，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成果产生积极影响，本次对外投资

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光伏治沙业务规模，获得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长远利益。 

（三） 在国家“十四五”开局之年，公司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紧密围绕国

家“十四五”规划及 2035 年远景目标中“黄河上游和几字湾大型清洁能源基地”

的部署，积极布局光伏治沙新能源战略落地。公司将充分发挥治沙光伏运营经验

优势和模式优势，深耕光伏治沙产业，切实践行公司光伏治沙战略。 

六、 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涉及的项目总投资仅为预计数据，不构成公司对相关项目总投资金

额的最终承诺。相关项目建设过程可能受多种因素影响，如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项目建设和运营成本上升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因素，影响项目建设运营进度，

或导致项目不能按期投入运营或不能达到预期效益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