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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内蒙古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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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与控股股东的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以货币出资

方式共同投资设立内蒙古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其中公

司拟认缴出资 340,000万元，认缴出资比例 34%，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豁免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

外的关联交易共 18 次，累计交易金额为 911,326.43万元；与不

同关联人进行的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交易 0次。 

 本次拟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的公司，尚需办理企业登记

注册，未来可能面临宏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

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及管理风险。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全面提升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峡能源、公司）新能源项目资源获取实力，拓展在内蒙古自

治区新能源业务，进一步增强资源优势和规模突破，拟由三峡能

源、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三峡资

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三峡资本）、长江三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投资）在内蒙古自治区共同投资设立内

蒙古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最终以企业登记注册的名称

为准，以下简称陆上投资公司），全面开展新能源资源获取及开

发建设工作。三峡能源、长江电力、三峡资本、三峡投资以货币

出资分别认缴 340,000 万元、330,000 万元、165,000 万元、

165,000万元，占陆上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分别为 34%、33%、

16.5%、16.5%。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为公司控

股股东，长江电力、三峡资本为三峡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三峡投

资为三峡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长江电力、三峡资本、

三峡投资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公司与长江电力、三峡资本、三峡

投资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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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 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关联交易累计交易金额为 911,326.43 万元，

另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6.3.7条规定，公司本次与关联人共



同出资设立公司，认缴出资 34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 4.94%，且所有出资方全部以现金出资，并按照出资比

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可以豁免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除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关联交易外，公司与三峡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累计发生的交易金额为

220,926.4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21%。 

二、关联关系及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介绍 

三峡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长江电力、三峡资本、三峡投

资均是三峡集团直接控制的法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二）关联人一 

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号 B座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注册资本：2,274,185.923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

电工程检修维护。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末合并资产总额3,285.63亿元，负债总额1,382.75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810.64亿元；2021年实现营业总

收入556.4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62.73亿元；资产负



债率42.08%。 

2022年6月末（未经审计）合并资产总额3,352.61亿元，负债

总额1,505.5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747.89亿元；

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53.8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

利润112.92亿元；资产负债率44.91%。 

（三）关联人二 

名称：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贡院街 1号院 1号楼二层 206-25室 

法定代表人：赵国庆 

注册资本：714,285.7143万元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资产管理；投资咨询。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末合并资产总额 836.12亿元，负债总额 504.89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31.22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2.93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0.66 亿元；资产负债率

60.38%。 

2022年 6月末（未经审计）合并资产总额 819.31亿元，负债

总额 467.1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52.20亿元；2022年

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7.53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8.83

亿元；资产负债率 57.01%。 

（四）关联人三 

名称：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 231号 2单元 2

层 231室 

法定代表人：何红心 

注册资本：5,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末合并资产总额 3,135.40亿元，负债总额 2,253.35亿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06.83 亿元；2021 年实现营业总收

入 134.7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65.59 亿元；资产负债

率 71.87%。 

2022年 6月末（未经审计）合并资产总额 3,180.02亿元，负

债总额 2,260.32 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21.68 亿元；

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69.6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

润 15.67亿元；资产负债率 71.08%。 

（五）其他关系说明 

除前述关联关系外，长江电力、三峡资本、三峡投资与本公

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保持独立，不存在债权债务

关系。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企业登

记注册的名称为准）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以企业登记注册的住所为

准）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出资额、出资比例、出资时间及出资方式: 

出资人 三峡能源 长江电力 三峡资本 三峡投资 

认缴数额 340,000 万元 330,000万元 165,000万元 165,000万元 

出资比例 34% 33% 16.5% 16.5% 

出资时间 
2024 年 

6月 30日 

2024年 

6月 30日 

2024年 

6月 30日 

2024 年 

6 月 30日 

出资方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经营范围：风能、太阳能、生物能、地热、氢能、储能等

新能源及产业链上下游的投资与开发；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火力发电。（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的经营范围

为准） 

公司治理： 

1.公司设立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

机构。 

2.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董事经股东会选

举产生，对股东会负责。 

3.公司设监事会，由5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3名，

经股东会选举产生；职工代表监事2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4.公司设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若干名、财务负责人1名，由

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公司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所有出资方均以货币



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本次

交易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长江电力、三峡资本、三峡投资共同投资设立陆

上投资公司，是落实公司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对公司在内蒙古

区域大力开发新能源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本次关联交易，各方均以自有资金出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且不会对公司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

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本次关

联交易不存在同业竞争的情形。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请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同意将《关于设立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我们已审查了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并和公司管理层及相关业务

部门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对本次与关联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共同投资设立公司的事项已充分了解。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进一

步加快在内蒙古自治区的新能源资源获取及市场拓展，所形成的

关联交易是必要、合法的经济行为，遵循了自愿、公平、合理、

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和股东的利益。我们认为

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进行审议。 

公司于 2022年 9月 2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设立三峡陆上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联董事王武斌先生、张龙先生、蔡庸忠先生回避表决。

该议案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出具了独立意见：本次与关联人中

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长江三

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有助于加快在内蒙古自

治区的新能源资源获取及市场拓展。本次交易公平合理，所有出

资方均以货币出资，并按照出资比例确定各方在所设立公司的股

权比例，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

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风险分析 

本次与关联人共同投资设立公司，拟设立公司尚需办理企业

登记注册，相关业务尚未开展，未来经营管理过程中可能面临宏

观经济及行业政策变化、市场竞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存在一

定的市场风险、经营风险、管理风险等，投资收益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公司将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积极

防范和应对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八、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三峡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发生

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交易金额为 911,326.43 万元。除下列关联



交易外，其他关联交易均已披露或在临时公告中说明，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

019、2021-032、2021-033、2021-036、2022-024、2022-025、2022-

030）。 

1.2022 年 5 月 5日，公司 2022年第十七次总经理办公会议

作出决议，同意公司与三峡资本按持股比例共同对控股子公司三

峡鄂尔多斯能源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增资 41,160 万元，其中，

公司按 51%的持股比例认缴出资 20,991.60万元。 

2.2022 年 6 月 24 日，公司 2022 年第二十四次总经理办公

会议作出决议，同意将收购奉节县夔州三峡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51%

股权事项关联交易价格由 714万元调整为 714.0969万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三峡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