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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下属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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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协鑫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镶黄旗能源”、“标的公司”、

“目标公司”）为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控股子公

司，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智慧（苏州）能源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

鑫电力投资”）持有镶黄旗能源 100%的股权。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新能源项目持续动态开发和移动能源业务有序

转型发展，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电力投资拟将其持有的镶黄旗能源 100%的

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中核汇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汇能”）

（以下简称“本次股权转让”）。协鑫电力投资与中核汇能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签

订了《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协鑫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

让协议》”），本次股权转让以经双方认可且有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中审亚太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基准日为 2022 年 4 月 30 日的审计数据

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镶黄旗能源 100%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29,800 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前，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电力投资持有镶黄旗能

源 100%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不再持有镶黄旗能

源的股权，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镶黄旗能源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本次股权出售审批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同意票 9 票、反

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下属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董

事会同意出售下属控股子公司镶黄旗能源 100%的股权，并授权公司经营层负责



办理本次出售下属子公司股权相关事宜。本次出售股权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的审

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本

次出售股权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

次出售股权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中核汇能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3、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28号院1号楼6层619号 

4、法定代表人：肖亚飞 

5、成立日期：2011年11月14日 

6、注册资本：221205.7143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7831303Q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地热资

源开采。（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风力发

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输配电及控制设备

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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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持股比例 

1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4,844.0000  70.00% 

2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8,165.4132  8.21% 

3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14,157.1657  6.40% 

4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617.8743  4.80% 

5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8,848.2286  4.00% 



6 
国家军民融合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8,848.2286  4.00% 

7 
珠海德擎混改三号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70.3353  1.39% 

8 
北京光核汇合新能源科技企

业（有限合伙） 
2,654.4686  1.20% 

 合  计 221,205.7143  100.00% 

 

（二）关联关系说明：中核汇能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中核汇能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891,654,177.94 

负债总额 39,716,825,055.43 

净资产 12,174,829,122.51 

营业收入 4,620,800,956.75 

净利润 1,275,443,999.26 

 

（四）经核查，中核汇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1、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协鑫电力投资持有的镶黄旗

能源100%的股权。公司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涉及有关股权的

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亦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除因融资需要将

标的资产质押给融资租赁公司外，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在本次转让

前，将先行解除标的资产质押手续。  

2、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7月18日出具的基

准日为2022年4月30日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22]006617号），镶

黄旗能源总资产为847,422,220.22元，负债总额为693,612,909.42元，股东权益为

153,809,310.80元。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协鑫能源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注册地址：镶黄旗新宝拉格镇宝格都路 

4、法定代表人：曹许昌 

5、成立日期：2016年6月1日 

6、注册资本：16,6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528MA0MY0M88X 

8、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生产和销售电力；风力发

电设备的运营、检修维护，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 

9、本次股权出售前标的公司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协鑫智慧（苏州）能源电力投资有限公司 16,600 100.00% 

          合  计 16,600 100.00% 

 

10、镶黄旗能源最近一年及基准日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2年4月30日 

（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47,422,220.22 842,431,572.43 

负债总额 693,612,909.42 679,463,067.51 

应收款项总额 7,751,835.97 6,165,296.28 

净资产 153,809,310.80 162,968,504.92 

 2022年1-4月 2021年1-12月 

营业收入 25,115,202.01 5,456,014.41 

营业利润 -9,159,194.11 -351,609.37 

净利润 -9,159,194.11 -351,60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676,700.97 -635,468.24 

 

11、经核查，镶黄旗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其他情况说明 

1、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为镶黄旗能源融资租赁



债务向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了担保。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在递交工商变更资料前解除上述担保。截至2022年9月15日，上述担保已解除。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为标的公司提供担保、财务资助，委托标的

公司理财以及其他标的公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公司与镶黄旗能源之间往来款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股权交割完成后 30 日内，目标公司支付完毕

审计报告确认的全部公司及关联方的应付款项；受让方积极敦促镶黄旗能源偿还

转让方及其关联方的全部应付款项。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

资助情形。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 年

7 月 18 日出具的基准日为 2022 年 4 月 30 日的《专项审计报告》（中审亚太审字

[2022]006617 号）为基础，并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本次镶黄旗能源 100%股权

转让价格合计为人民币 29,800 万元（最终成交金额根据标的股权持有资产质量

情况进行调整），本次股权转让遵循了公允性原则，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鑫电力投资与中核汇能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协鑫智慧（苏州）能源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让方：中核汇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鉴于： 

甲方持有镶黄旗能源 100%股权，镶黄旗能源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16,600 万元。甲方同意将其所持有的镶黄旗能源 100%股权转让给乙

方，乙方同意以现金方式受让镶黄旗能源 100%股权。 

为此，各方经友好协商，就上述股权转让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各方特订立本

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1、转让标的 

转让标的为甲方持有的镶黄旗能源 100%的股权。 



2、股权转让价格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29,800 万

元。 

3、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本协议项下的股权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为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 个

工作日内乙方向共管账户支付 50%股权转让价款，并在办理完毕工商变更当日释

放共管账户款项；第二期为目标公司文件资料和档案交接后 3 个工作日内，乙方

向甲方支付 45%股权转让价款；第三期为交割日起 3 个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乙

方向甲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 

4、交割先决条件 

（1） 镶黄旗能源的股权质押已经解除。 

（2） 协鑫智慧能源对目标公司及本项目的所有担保已解除。 

（3） 镶黄旗能源不存在任何劳动用工情况。 

5、协议生效条件 

（1） 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2） 甲乙双方已按照《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以及双方公司章程之规定，经双方董事会和/或股东会等有权机构决策审议通

过。 

6、过渡期损益 

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在过渡期间损益由乙方享有或承担。 

7、税费负担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税费由协议交易各方根据法律法规之规定各自承担。 

8、争议解决 

凡因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一切争议，各方首先应争取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加

以解决。协商不成的，向合同签订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人员安置。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由转让方负责镶

黄旗能源员工安置，确保在股权交割日前镶黄旗能源不存在任何劳动合同、劳务

合同等形式的用工。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可能产生关联交易的情形；本次交易不涉及本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变动。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的目的 

为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新能源项目持续动态开发和移动能源业务有序

转型发展，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 

2、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不再持有镶黄旗能源的股权，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镶黄旗能源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协鑫电力投资预计将获得 29,800 万元股权转让款（以

最终成交金额为准），增加公司的营运资金。本次交易的顺利实施，有利于公司

优化资源配置，符合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事项不会对公司

经营状况和财务产生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在清洁能源领域深耕多年，行业经验丰富，持续大力开发投资风力发电、

垃圾发电、燃机热电联产等各类清洁能源项目，在投资开发进度加快、项目储备

量不断增长的同时根据不同的项目条件和业务战略规划，综合考虑资产负债率的

合理水平，制定和实施差异化项目盈利方式，本次转让为稳定经营成果提供了有

益的保障。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协鑫能源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3、标的公司《专项审计报告》； 

4、上市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