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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源电力”、“发行人”、“公司”、

“合并方”）换股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3813 号）

文核准，并于 2021 年 12 月 9 日刊登《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全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

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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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保荐代表人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严格按照依法制定的业务规则和行业自律规范出具上市保

荐书，并保证所出具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保荐书中的简称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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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概况 

公司中文名称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China Longyuan Power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公司曾用名称 无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 号（c 幢）20 层 2006 室 

法定代表人 李忠军 

注册资本 803,638.9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股票简称 龙源电力 

股票代码 0916.HK 

成立日期 1993 年 1 月 27 日（2009 年 7 月 9 日整体变更设立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香港联交所主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000127624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6 号（c 幢）20 层 2006 室 

邮政编码 100034 

电话 010-63887861 

传真号码 010-63887850 

互联网网址 www.clypg.com.cn 

电子邮箱 lyir@chnenergy.com.cn 

经营范围 

电力系统及电气设备的技术改造、技术服务和生产维修；与电力相关
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制、开发、生产、成果转让；

电站污染物治理；风力发电、节能技术及其他新能源的技术开发、项

目投资管理；进出口业务；电气设备的租赁；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咨询
服务；承办展览会、展销会；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及制品（危险化学

品除外）、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汽车配件、电力系统专

用车辆的销售；出租写字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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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历史沿革 

1、龙源电力设立 

龙源电力系由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整体改制，变更设立而成。改制前，龙源电

力集团公司的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龙源电力集团公司的前身为龙源电力技术开发公司，成立于 1993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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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经原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批准，由原能源部直接管理，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注册登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成立之初，主要从事电力技术研发和常规电力

项目的投资。1994 年 8 月，龙源电力技术开发公司更名为“龙源电力集团公司”。 

1996 年 12 月，经国务院决定，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成为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全

资企业。1999 年 6 月，根据原国家电力公司决定，龙源电力集团公司与原国家

电力公司的另外两家全资企业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中能电力科技开发公司进

行合并重组，将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和中能电力科技开发公司的资产并入龙源

电力集团公司。此后，龙源电力集团公司的主营业务开始转向风力发电。 

2002 年 12 月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之后，龙源电力集团公司划归国电集团，成

为其全资企业，并接收了原国家电力公司系统的全部风电资产。 

2009 年 7 月，经国务院国资委以国资改革〔2009〕468 号《关于设立龙源电

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国电集团联合辽宁电力作为共同发起人，国

电集团以所持龙源电力集团公司全部净资产作为出资，辽宁电力以现金出资，将

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整体改制并变更设立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09

年 7 月 9 日，龙源电力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登记设立，依法持有注册号为

100000000012769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2009

年 7 月 2 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KPMG-A（2009）CR 

No.0010），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7 月 1 日止，龙源电力已收到国电集团以净资

产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4,900,000,000 元，辽宁电力以货币资金缴纳的注册资

本人民币 100,000,000 元。本次变更后，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类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电集团 内资股 4,900,000,000 98.00% 

辽宁电力 内资股 100,000,000 2.00% 

合计 - 5,000,000,000 100.00% 

2、首次公开发行 H股股票并上市 

2009 年 7 月 17 日，龙源电力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申请将龙源电

力转为社会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并上市。经国务院国资委《关于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公司的批复》（国资改革[2009]58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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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

（证监许可[2009]1125 号）批准，龙源电力于 2009 年 12 月 4 日在香港发行

2,464,289,000 股 H 股股票（行使超额配售权后），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发行

价格为每股港币 8.16 元。经国务院国资委《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

有股划转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09]550 号）批准，龙源电力在首次公开

发行时，发起人国电集团及辽宁电力按首次发行 H 股股数的 10%进行国有股减

持，将 246,430,000 股国有股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并转为境外上

市外资股。2009 年 12 月 10 日，龙源电力发行的 H 股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证券代码为 0916。 

2010 年 6 月 12 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KPMG-A

（2010）CRNo.0014），经审验，截至 2009 年 12 月 22 日止，龙源电力已收到通

过公开发行 H 股所获得的货币资金，新增注册资本金额为人民币 2,464,289,000

元。首次公开发行 H 股后，龙源电力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类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内资股股东 内资股 4,753,570,000 63.68% 

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H 股 246,430,000 3.30% 

其他 H 股股东 H 股 2,464,289,000 33.02% 

合计 - 7,464,289,000 100.00% 

注：内资股股东指国电集团及辽宁电力。 

3、H 股增发 

2012 年 7 月 3 日，龙源电力 2012 年度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会、2012 年第

一次 H股类别股东会及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共同审议通过龙源电力于香

港联交所新增发行配售股份事项。2012 年 11 月 13 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1490 号）批准，龙源电力于 2012 年 12 月 21 日向不特定合资格机构投资

者公开增发共计 572,100,000 股 H 股，配售价为每股 5.08 港元。 

2013 年 1 月 21 日，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验资

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300005 号），经审验，截至 2012 年 12 月 21 日止，

龙源电力已收到通过增发 H股获得的货币资金，新增股本人民币 572,1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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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 H 股增发后，龙源电力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类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内资股股东 内资股 4,696,360,000 58.44% 

H 股股东 H 股 3,340,029,000 41.56% 

合计 - 8,036,389,000 100.00% 

注：内资股股东指国电集团及辽宁电力。 

（二）主营业务 

龙源电力主要从事风电场的设计、开发、建设、管理和运营。同时，还经营

火电、太阳能、潮汐、生物质、地热等其他发电项目；向风电场提供咨询、维修、

保养、培训及其他专业服务。 

龙源电力成立于 1993 年，当时隶属国家能源部，后历经电力部、国家电力

公司、国电集团，现隶属于国家能源集团，是中国最早开发风电的专业化公司。

公司于 2009 年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被誉为“中国新能源第一股”。经过多年发

展，龙源电力已成为一家以新能源业务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发电集团，在全国拥有

300 多个风电场，以及光伏、生物质、潮汐、地热和火电等发电项目，业务分布

于中国 32 个省市区和加拿大、南非、乌克兰等国家。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龙源电力各类电源控股装机容量达到 2,490.70 万千

瓦，其中风电控股装机容量 2,242.91 万千瓦，占比 90.05%；火电装机容量 187.50

万千瓦，占比 7.53%；其他可再生能源控股装机容量 60.28 万千瓦，占比 2.42%。

公司新能源业务持续稳步发展，保持全球最大风电运营商地位的同时，不断扩大

国家能源集团在新能源领域的优势。 

（三）公司简要财务数据 

1、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截至 2021 年 6月 30 日，龙源电力最近三年一期合并简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6 月 30日 

2020年 

12 月 31日 

2019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流动资产 3,318,490.31 3,135,619.83 2,343,067.95 1,808,17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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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1年 

6 月 30日 

2020年 

12 月 31日 

2019年 

12 月 31日 

2018年 

12 月 31日 

非流动资产 14,647,736.22 14,327,242.47 13,273,834.42 12,822,439.05 

资产总计 17,966,226.53 17,462,862.30 15,616,902.37 14,630,615.98 

流动负债 5,358,276.35 5,386,213.30 4,503,435.35 4,018,312.68 

非流动负债合计 5,516,437.78 5,389,493.67 5,009,304.80 4,902,169.66 

负债合计 10,874,714.13 10,775,706.97 9,512,740.15 8,920,482.34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权益 
6,146,138.98 5,810,358.80 5,338,556.47 4,980,615.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7,091,512.40 6,687,155.33 6,104,162.22 5,710,133.64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总收入 1,789,642.42 2,880,711.91 2,757,920.42 2,645,461.72 

营业总成本 1,204,712.35 2,195,049.61 2,184,735.49 2,101,613.83 

营业利润 639,848.76 693,350.68 635,864.68 584,390.78 

利润总额 637,763.31 698,079.30 643,036.86 589,453.89 

净利润 524,927.88 574,780.31 528,053.33 500,716.42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453,182.28 497,737.79 452,626.72 422,877.51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2019年度 2018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99,617.59 1,227,319.60 1,250,920.70 1,425,548.5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7,499.80 -1,944,103.84 -1,041,693.94 -862,683.6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1,413.95 945,944.28 -205,696.30 -780,198.9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189,781.93 231,785.48 4,664.08 -220,420.75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龙源电力最近一年一期备考合并简要财务数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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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6月 30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4,032,431.95 3,837,494.70 

非流动资产 15,808,317.25 15,478,804.40 

资产总计 19,840,749.20 19,316,299.10 

流动负债 6,279,903.79 6,335,978.37 

非流动负债合计 6,181,834.52 6,055,246.20 

负债合计 12,461,738.31 12,391,224.57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6,369,535.21 5,994,280.61 

所有者权益合计 7,379,010.89 6,925,074.52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2）备考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6月 2020年度 

营业总收入 1,916,368.06 3,081,278.52 

营业总成本 1,265,894.01 2,320,697.60 

营业利润 707,305.43 765,373.49 

利润总额 705,471.13 770,196.21 

净利润 583,392.49 634,416.4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4,178.02 547,656.77 

注：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换股吸收合并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发行股数 345,574,164股 

3、每股面值 1.00元/股 

4、每股发行价格 11.30元/股 

5、发行前每股收益 
0.58元/股（根据龙源电力 2020 年经审计的归属公司普通股股
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6、发行后每股收益 
0.62元/股（根据龙源电力 2020 年经审计的备考归属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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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6.91元/股（根据龙源电力 2021 年 6 月 30日经审计的归属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6.89元/股（根据龙源电力 2021 年 6 月 30日经审计的备考归属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权益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9、发行市盈率 

19.41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龙源电力 2020年度发行前的每

股收益计算） 

18.29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龙源电力 2020年度发行后的备

考每股收益计算） 

10、发行市净率 

1.64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龙源电力 2021 年 6 月 30日发行
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1.64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龙源电力 2021 年 6 月 30日发行

后备考每股净资产计算） 

11、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本次换股发行的对象为合并实施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平庄能源所有股东 

12、拟上市地点 深交所 

13、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换股发行，无募集资金 

注：本上市保荐书中所载明的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数与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1]3813 号）中载明的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数之间 1股的差异系由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登记规则》

进行证券转换后总股本数仅保留整数位造成的。据此，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发行股份数调整为

345,574,164股。 

（二）发行前股东及换股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 

龙源电力控股股东国家能源集团承诺：“1、自龙源电力 A 股股票上市交易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龙源电力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前已发行的股份（不含 H股），也不由龙源电力回购该等股份。

自龙源电力 A 股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龙源电力 A 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承诺

持有龙源电力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公司

同意对本公司所持龙源电力股份（不含 H 股）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3、本公

司承诺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给龙

源电力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4、自龙源电力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一

年后，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本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可以豁免

遵守上述第 1 条承诺：（一）转让双方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者均受同一控制人

所控制；（二）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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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源电力股东辽宁电力承诺：“1、自龙源电力 A 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

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的龙源电力本次换股

吸收合并前已发行的股份（不含 H 股），也不由龙源电力回购该等股份。自龙源

电力 A 股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龙源电力 A 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承诺持有龙

源电力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公司同意对

本公司所持龙源电力股份（不含 H 股）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3、本公司承诺

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给龙源电力

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4、自龙源电力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后，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本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可以豁免遵守上

述第 1 条承诺：（一）转让双方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者均受同一控制人所控制；

（二）交易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平庄能源控股股东平煤集团承诺：“1、自龙源电力 A 股股票上市交易之日

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取得

的龙源电力股份，也不由龙源电力回购该等股份。自龙源电力 A 股股票上市后

六个月内，如龙源电力 A 股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承诺持有龙源电力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六个月。2、如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等证券监管机构对股份锁定期有其他要求，本公司同意对本公司所持龙源电力

股份（不含 H 股）的锁定期进行相应调整。3、本公司承诺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

述承诺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而给龙源电力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

的一切损失。4、自龙源电力 A 股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后，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经本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可以豁免遵守上述第 1 条承诺：（一）

转让双方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者均受同一控制人所控制；（二）深圳证券交易

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 

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龙源电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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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于换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公

开发行； 

（二）公司具备健全且运行良好的组织机构； 

（三）公司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四）公司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少于五千万元； 

（五）公司股本总额超过四亿元，公开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10%； 

（六）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三年不存在贪污、贿赂、侵占财

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刑事犯罪； 

（七）公司最近三年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八）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核查，中信证券作为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

形： 

1、中信证券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中信证券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中信证券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中信证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中，除仅重要关联方中

信银行作为商业银行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存在基于正常

商业往来的融资安排外，存在其他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中信证券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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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保荐机构已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对发行人进行了辅导和审慎的尽

职调查，同意推荐发行人证券上市，并据此出具本上市保荐书。 

（二）保荐机构通过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 

1、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符合规定的要求，且其证券适合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交易； 

2、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发行人及其董事在上市申请文件中表达意见的依据充分

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上市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发表

的意见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发行人

上市申请文件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上市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发行人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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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荐机构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自证券

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四）保荐机构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保荐证券上市的规定，接

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事项 安排 

（一）持续督导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控股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

用发行人资源的制度 

（1）发行人已在《公司章程》中制定关联交易的有关批

准程序，规定了严格的关联董事和关联股东的回避机制，

并规定重大关联交易须经独立董事认可。 

（2）通过与发行人约定，确保保荐机构对发行人关联交

易事项的知情权，据此保荐机构将对相关事项及时提出专

业意见。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

止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利益的

内控制度 

发行人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建立健全了

旨在规范管理行为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

规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各项制度完善并且运行有效。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

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

度，并对关联交易发表意见 

（1）发行人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及时通知或者咨询保荐

机构，并按协议约定将相关文件送达保荐机构：发生关联

交易等事项。 

（2）据此保荐机构将对相关事项及时提出专业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

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

文件 

发行人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及时通知或者咨询保荐机构，

并按协议约定将相关文件送达保荐机构：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或者向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关事项。 

5、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

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 

发行人有下列情形的，应当及时通知或者咨询保荐机构，

并按协议约定将相关文件送达保荐机构：发生为他人提供

担保等事项。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

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其他主

要约定 

在保荐期内，发行人保证向保荐机构所提供的文件及资料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

重大遗漏，并愿意为此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如因此造成保

荐机构的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保证其向中国证监会递

交的申报材料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保证首次公开发行

和上市后，按照法律、法规、《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的其他有关规定严格履行承诺和义

务，如违反有关承诺和义务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如因此

造成保荐机构的损失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

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的相关

约定 

发行人及时向保荐机构提供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尽职调查、

审慎核查、推荐、持续督导和发表独立意见等工作所需的

文件、材料及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材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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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安排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的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其他安排 ——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

式 

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电话：010-60833045 

传真：010-60833504 

保荐代表人：李宁、康昊昱 

项目经办人：秦镭、孟宪瑜、沈明、杨枭、马梦琪、王天阳、李冠儒、冯亚

星、扶飖、孙依依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保荐机构认为，龙源电力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的

有关规定，在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龙源电力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条件。保荐机构同意推荐龙源电力的股票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完成后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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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换股

吸收合并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及重大资产出售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股票上市保荐书》的签字盖章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张佑君 

 

 

 

保荐代表人：                                              

                  李  宁                      康昊昱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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