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下属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保荐机构”）作为协鑫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能科”、“上市公司”或“公司”）2021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就协鑫能科本次对下属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

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为增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投资实力，加快对建德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的投

资建设，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智

慧能源”）拟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建德协鑫抽水蓄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建德抽水蓄能”）现金增资13.26亿元人民币，建德抽水蓄能其

他股东江苏协鑫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电力”）、建德市新安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投资”）同比例现金增资，建德抽水蓄能注册资本由

2亿元增至28亿元。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对建德抽水蓄能现金增资，建德抽水蓄能

其他股东协鑫电力、新安投资同比例现金增资，协鑫电力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

山先生，与上市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协鑫电力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形成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

的交易事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审批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获得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

可，并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

朱钰峰、朱共山、孙玮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均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前

述关联交易事项，公司独立董事亦就前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

东将回避表决，即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4、本次交易不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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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关联方协鑫电力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江苏协鑫电力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王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85323821102X 

住所 太仓市浮桥镇协鑫东路2号 

成立日期 2014-12-03 

经营范围 

电力项目投资，电力项目运营咨询与服务；电力能源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与服务；销售电力设备、煤炭、粉煤灰、化工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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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0.00%； 

南京安瑞鑫能电力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持股31.17%； 

苏州共能能源有限公司持股6.67% 

苏州恒能投资有限公司持股2.17% 

实际控制人 朱共山 

 

2、历史沿革 

协鑫电力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3 日，注册资本为 200,000 万元人民币，由太

仓港协鑫发电有限公司和苏州国泰绿能电力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出资

设立。2015 年 10 月，苏州国泰绿能电力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将其持

有的全部股权转让给苏州共能能源有限公司。2016 年 6 月，协鑫电力吸收南京

安瑞鑫能电力产业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和苏州恒能投资有限公司为其新股

东，同时申请增加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增资完成后协鑫电力注册资本



为 300,000 万元人民币。2022 年 6 月，太仓港协鑫发电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全部

股权转让给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3、主要业务和财务基本情况 

协鑫电力持有建德抽水蓄能34%的股权。 

协鑫电力2021年度营业收入为0万元、净利润为4,712万元，2021年12月31日

的净资产为229,190万元。 

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对建德抽水蓄能现金增资，建德抽水蓄能

其他股东协鑫电力、新安投资同比例现金增资。协鑫电力最终实际控制人为朱共

山先生，与上市公司为同一控制下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定，协鑫电力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形成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

的交易事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5、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协鑫电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增资方基本情况 

1、增资方协鑫智慧能源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6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费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691308978G 

住所 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 

成立日期 2009-06-30 

经营范围 

清洁能源投资（含天然气发电、分布式能源、垃圾焚烧发电、风

力发电、配电网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维护）；能源信

息智能化服务；能源技术的科技研发和咨询服务；能源高效阶梯

综合利用；能源大数据服务；电力设备、辅材、备品配件，及相

关系统成套设备的销售、咨询、运行维护服务；销售：煤炭。燃

气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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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结构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00% 

实际控制人 朱共山先生 

 



2、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协鑫智慧能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1、增资标的建德抽水蓄能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建德协鑫抽水蓄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黄岳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82MA27X0KG50 

住所 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望江路22号2楼 

成立日期 2016-03-03 

经营范围 抽水蓄能电站的筹建。 

股东结构 

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持股51% 

江苏协鑫电力有限公司持股34% 

建德市新安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5% 

实际控制人 朱共山先生 

 

2、建德抽水蓄能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 30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4,124.17 11,900.55 

总负债 244.20 2,100.55 

净资产 13,879.97 9,800.00 

项目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0.03 - 

净利润 -0.03  

注：以上2021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2年1-6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

台”查询，建德抽水蓄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投资各方出资额系共同协商确定，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并根据各自认缴



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任。本次交易安排公允、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增资的主要内容 

1、增资方式 

建德抽水蓄能现注册资本为 2 亿元，已全部实缴到位，本次增资由股东各方

对建德抽水蓄能同比例增资，建德抽水蓄能注册资本由 2 亿元增至 28 亿元。其

中：公司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建德抽水蓄能现金增资

13.26 亿元，协鑫电力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建德抽水蓄能现金增资 8.84 亿元，新

安投资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建德抽水蓄能现金增资 3.90 亿元。增资资金将根据

项目进展分期到位。 

2、本次增资前后建德抽水蓄能股东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认缴出资额 出资比例 

协鑫智慧能源（苏州）

有限公司 
10,200  51% 142,800 51% 

江苏协鑫电力有限公

司 
6,800 34% 95,200 34% 

建德市新安旅游投资

有限公司 
3,000 15% 42,000 15% 

合计 20,000 100% 280,000 100%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增资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和债务重组。本次增资完成前，标

的公司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纳入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增资

完成后，标的公司仍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更。 

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对上市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 

2、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八、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的目的 



本次增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建德抽水蓄能的投资实力，加快对建德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 

2、存在风险 

本次增资是公司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未来发展需求所做

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但仍存在一定的经营和管理风险。

对此，公司将进一步建立、健全下属控股子公司的治理结构，完善其内部控制和

监督机制，积极防范、控制风险，促进下属控股子公司的健康、稳定发展。 

3、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或自筹资金，增资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本次增资

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2022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协鑫电力及其关联

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2,212.63万元，其中：（1）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金

额为696.62万元；（2）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92.44万元；（3）

关联租赁-作为承租方的关联交易金额为1,323.58万元。 

 

十、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建德

协鑫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同意全资子公司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以自有或自筹资金对

其下属控股子公司浙江建德协鑫抽水蓄能有限公司现金增资 13.26 亿元人民币，

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本次增资相关事宜。 

 

十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增资是公司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未来发展需求所做

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且其他股东同比例现金增资，本次



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无关联关系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投资各方出资额系共同协商确定，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并根据各自认

缴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任。本次交易安排公允、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需

按规定回避表决。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增资构成的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无关联关系股东利益 

的情形。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及其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本次增资是公司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未来发展需求所

做出的慎重决策，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且其他股东同比例现金增资，本

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无关联关系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投资各方出资额系共同协商确定，均以货币方式出资，并根据各自

认缴出资比例承担对应的责任。本次交易安排公允、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

已按规定回避表决。公司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相关决议合法有效。 

基于上述，我们同意本次增资事项，并同意董事会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十二、保存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对下属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综上，华泰联合对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下属控股子公司增资暨关联

交易事项无异议。本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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