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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工程项目 

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2022 年 5 月 13 日，公司收到招标代理机构中国神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发

出的《中标通知书》（神华工程中【2022】03804 号），确定国能朗新明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朗新明）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公司）长源电力荆州热电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项目的

中标方，项目中标金额为 6790.77 万元。 

由于国能朗新明是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国家能源集团）间接控股的企业，因此国能朗新明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

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事项。 

鉴于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开招标产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此项交易可不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亦无

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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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关联方工商信息 

名称：国能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1 号楼 5 层 501、502 室 

主要办公地：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1 号楼 5 层 501、502 室 

法定代表人：梁超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26367469H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水污染治理；大

气污染治理；地质灾害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噪声、光污染治理；环境污



染治理设施运营（含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工业固体废物）；施工总承包、专

业承包；建筑工程项目管理；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市政及工业水

处理研究、开发；销售机械电器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

毒化学品）、仪器仪表、建筑材料、计算机软件；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

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出租办公用房；销售、安装、调试、维修自行

开发的产品。 

主要股东及其持股比例：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2. 关联方简介 

国能朗新明为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3 月，其主要从事环境污染治理及其相关设施运营，是国内水污染防治

综合实力领先的水务工程公司，国内电力行业规模最大的水务投资企业，累计

完成 EPC 总承包工程近 150 项，总处理规模约 320 万立方米/天；水务投资及

运营的污水处理厂、再生水厂等总规模 260 万立方米/天。 

其近三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资产总额 415,171.37 414,498.91 365,716.27 

资产净额 75,344.25 75,963.56 68,854.48 

营业收入 112,546.55 105,876.49 72,992.07 

净利润 -619.31 7,297.79 1,651.35 

 

3. 关联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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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能朗新明是公司控股股东国家能源集团控股的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国家能源集团持有其 40.79%股权）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其构成公司关联方。荆州公司委托国能朗新

明实施上述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项目，构成本公司与国能朗新明之间接受劳

务的关联交易。 

4. 关联方信用信息 

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网站，以及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

站等途径查询核实，国能朗新明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证监会相关法规要

求。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标的为长源电力荆州热电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项目，项目

中标金额为 6790.77 万元。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的价格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 

 

五、协议主要内容 

上述关联交易所涉及的合同尚未签署。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荆州热电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项目的实施，从全厂角度对荆州公司

用、排水系统进行优化，并进行节水与废水综合治理改造，提高水处理系统的

安全性、可靠性，改善系统的出水水质，满足国家政策及环保要求。 

本次中标的国能朗新明是国内大型火力发电厂水处理环保领域的龙头企

业，具有突出的技术优势、人才优势、科技创新优势及丰富的电厂化水、全厂

废水整治、脱硫废水零排放项目经验。全厂废水综合治理 EPC 项目工程实施完

成后，荆州公司可提高废水处理设施的健康水平，节省大量水资源，大幅提高

废水回收利用率、具有显著的环保和社会效益。上述项目不会对公司当期资

产、负债和损益产生重大影响。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控股股东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约为 43.57 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发生前，公司累计 12 个月内已发生但未达到审议和披露标准

的关联交易如下： 

所属单位 关联方 
标的金额

（万元） 
内容 日期 

国能长源荆门发电有限

公司 

 国能龙源催化剂江苏有

限公司  
1307.988 采购物资 2022 年 4 月 

国能长源汉川发电有限

公司 

国能锅炉压力容器检验

有限公司  
80 接受劳务 2022 年 4 月 

国电长源汉川第一发电

有限公司 

国能锅炉压力容器检验

有限公司 
91.2 接受劳务 2022 年 4 月 

国能长源湖北新能源有

限公司 
国能思达科技有限公司  43 接受劳务 2022 年 5 月 

国能长源湖北新能源有

限公司 

 国能信控互联技术有限

公司  
58 接受劳务 2022 年 5 月 

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

公司 

 国能信控互联技术有限

公司  
431.644 采购物资 2022 年 5 月 

国能长源荆州热电有限

公司 

国能南京煤炭质量监督

检验有限公司  
48 接受劳务 2022 年 5 月 

合计  2059.83   

 

八、其它 

公司将就本次关联交易审批程序和协议签署等相关事宜履行持续信息披露

义务。 

 

九、备查文件 

1．国能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2．《中标通知书》（神华工程中【2022】03804 号）； 

3. 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国家能源集团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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