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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公开发

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财务顾问”）

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精神，对本次

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了核查，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苏州中来光

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投

资者和有关各方参考。 

为此，本财务顾问特作出以下声明： 

1、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了尽职调查义务，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进行了核查，确信披露

文件内容与格式符合规定，并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的专业意见与信息披露义务

人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2、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权益变动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有充分理由确信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3、本财务顾问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信息披露义务人

已做出声明，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材料及口头证言真实、准确、完整、及

时，不存在任何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

整性和合法性负责； 

4、本财务顾问出具的有关本次权益变动事项的财务顾问意见已提交本财务

顾问公司内部核查机构审查，并同意出具此专业意见； 

5、本财务顾问在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接触后到担任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

格的保密措施，严格执行风险控制和内部隔离制度，不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

和证券欺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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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本核查意见不构成对本次权益变动相

关各方及其关联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本核查意见所做出的任何投资

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7、本财务顾问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的上市公司公告全文和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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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义 

在本核查意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核查意见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

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财务顾问/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浙能电力 指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中来股份 指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浙能集团 指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普乐投资 指 苏州普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2022 年 11 月 10 日，浙能电力与林建伟、张育政签署

的《股份转让协议》，协议约定浙能电力采取协议转让

方式受让张育政持有的上市公司 105,745,704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9.70%） 

《表决权委托协议》 指 

2022 年 11 月 10 日，浙能电力与林建伟、张育政签署

的《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约定林建伟将上市公司

108,962,736 股股份（占股份总数的 10%）对应的表决

权无条件、不可撤销地委托给浙能电力行使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浙能电力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受让张育政持有的上市公

司 105,745,70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9.70%），

同时接受林建伟将上市公司 108,962,736 股股份（占股

份总数的 10%）对应的表决权委托给浙能电力行使 

《公司章程》 指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浙江省国资委 指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格式准则第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格式准则第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核查意见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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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对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的核查 

《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共分为十三个部分，

分别为：释义、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权益变动方式、资

金来源、后续计划、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其他重大事项、

声明及备查文件。 

本财务顾问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了审慎的尽职调查并认真阅读了信息披

露义务人提供的相关资料。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的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所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详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的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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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1429120051 

注册地址 杭州市天目山路152号浙能大厦 

法定代表人 虞国平 

成立日期 1992年3月14日 

经营期限 长期 

注册资本 13,408,732,749.00元 

联系人 魏峥 

通讯地址 杭州市教工路18号世贸丽晶城欧美中心D区 

通讯方式 0571-87210223 

经营范围 

电力开发，经营管理，电力及节能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节能产品销

售，电力工程、电力环保工程的建设与监理，电力设备检修，售电服务

（凭许可证经营），冷、热、热水、蒸汽的销售，电力及节能技术的研

发、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危险废物经营

（凭许可证经营），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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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浙能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浙能电力73.22%股权，是浙能电力的控

股股东；浙江省国资委持有浙能集团90%股权，是浙能电力的实际控制

人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下列情形：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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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并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

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不得收购上

市公司的情形，具备本次权益变动的主体资格。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

示：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浙能集团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信息披露义

务人 73.22%股权，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浙江省国资委为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实际控制人。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核查： 

1、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浙能集团基本情况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为浙能集团，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国资

委。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浙能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276037692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 1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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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胡仲明 

成立日期 2001 年 3 月 21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经营国家授权的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的国有资产和国有股权；

实业投资开发；技术咨询服务，煤炭运输信息的技术咨询服务，电

力生产及供应，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石油天然气运行管理，工
程技术与服务，钢材、有色金属、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气电缆、

煤炭（无存储）的销售，国际船舶运输（凭许可证经营），国内水

路运输（凭许可证经营），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新型能源设备制
造，私募股权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分

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

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 
浙江省国资委持有浙能集团 90%股权，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公司 10%股权 

2、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浙江省国资委基本情况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为浙江省国资委。 

浙江省国资委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人

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的通知》（厅字〔2009〕28 号）设立，经浙江省政府授权，

代表国家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的浙江省政府直属特设机构。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

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的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制的核心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浙江浙能镇

海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2000 年 4

月 12 日 
101,000 51.00% 

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

供（配）电业务；港口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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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

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

通用设备修理；船舶修理；住房租

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热力生产

和供应；电力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

发；合同能源管理(除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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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 

浙江浙能北

仓发电有限

公司 

1997 年 4

月 18 日 
230,000 51.00% 

一般项目：机械设备租赁；机械设

备批发；电气设备批发；五金产品

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3x660Ｍ

Ｗ火力发电机组电力电量的生产、

销售及相关产业的投资开发；太阳

能光伏电站的项目投资、开发、建

设；配电网建设与经营管理；热力

生产和供应；电力技术、节能技术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

务；合同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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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发

电、输电、供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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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3 

浙江浙能乐

清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2005 年 5

月 20 日 
190,000 51.00%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工程项目的开发

建设；生产和销售电力电量及其他

相关派生的副业；配电网建设和运

营；冷气、热气、热水、蒸汽生

产、销售和供应服务；电力及节能

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合同能源

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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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浙江浙能嘉

华发电有限

公司 

2001 年 7

月 9 日 
342,219 77.00% 

电力电量的生产和销售及相关派生

产业和辅业（除限制和禁止外商投

资的产业），配电网建设与经营，

热水、蒸汽生产、销售和供应服

务，电力及节能技术的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合同能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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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浙江浙能中

煤舟山煤电

有限责任公

司 

2007 年 6

月 5 日 
250,000 63.00% 

在舟山港域六横港区浙江浙能中煤

舟山煤电公司码头从事港口设施、

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业务；城市

基础设施类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

营，电力、供冷供热、新能源、压缩

空气、海水淡化水的项目开发建设、

生产运营和销售；电力设备检修、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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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件材料加工和销售；配电网建设与

经营；电力及节能环保技术的研发、

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业务代理服

务、用电增值咨询服务；污水、污泥

处理；及其他派生产业和衍生品经

营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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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淮浙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

月 25 日 
97,755.1 51.00% 

火力发电，电力电量生产与销售，

炉渣、炉灰、脱硫石膏销售，供

汽、供热、供冷、供水。(分支机

构生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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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淮浙煤电有

限责任公司 

2005 年 6

月 28 日 
221,040.99 49.57% 

火力发电、瓦斯发电、可再生能源

（水电、光伏、风能、生物质、秸

秆）、分布式能源的开发、建设和

营运，电力电量生产与销售，煤炭

生产与销售及煤泥、煤矸石、煤

渣、炉灰、脱硫石膏销售，供汽、

供热、供冷、供水。（分支机构生

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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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国能浙江宁

海发电有限

公司 

2002 年 7

月 25 日 
325,478.24 40.00% 

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

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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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以自

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发电技术服

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热力生

产和供应；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

源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

石膏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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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核电秦山联

营有限公司 

1988 年 7

月 20 日 
537,995.497755 20.00% 

投资兴建并营运和管理秦山二期核

电厂；承担六十万千瓦压水堆核电

站的标准化和推广业务，培训咨

询、资产租赁和对外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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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0 

国能浙江北

仑第三发电

有限公司 

2006 年 12

月 31 日 
140,000 40.00% 

发电（在许可证件有效期内经营）。

国内火力发电厂的建设，热力供应。 

11 
秦山核电有

限公司 

1994 年 6

月 30 日 
501,338.05 28.00% 

核能发电；核电站设备设施有关的

机械、电气、仪表维修及校验、技术

改造、调试服务；机械配件加工服

务；应急广播和通讯的安装、调试、

维修服务；环境应急技术服务；核电

技术和技能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

转让；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附设分支机构（经

营范围另核）。（上述经营范围不含

需前置审批事项） 

12 
三门核电有

限公司 

2005 年 4

月 17 日 
1,330,647 20.00% 

根据国家审批，开发建设三门核电

站；核力发电、生产、销售电力电量

及相关产品（凭许可证经营）；开发

和提供核电相关的技术服务；核电

技术和技能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

转让；项目管理咨询；从事货物进出

口和技术进出口；房屋租赁；检测服

务；仓储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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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主营业务的基本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浙能电力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

浙能集团纳入合并范围的主要企业基本情况及主营业务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1 
浙能资本控

股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1 日 
1,000,000 100% 

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实业投

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

理咨询。（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

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

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 

2 

浙江能源天

然气集团有

限公司 

2015 年 7

月 20 日 
262,635 100%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

理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业务培训（不含教育培训、职



13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业技能培训等需取得许可的培

训）；企业总部管理；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工程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以

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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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项目：

危险化学品经营；燃气经营；海洋

天然气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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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

为准) 

3 

浙江省能源

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2006 年 8

月 25 日 
282,095.96066 68.49% 

为企业提供资金结算、存贷款、资

金融通、债券投资、股权投资和财

务顾问等服务 

4 

浙江省新能

源投资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 

2002 年 8

月 1 日 
208,000 69.23% 

:实业投资,风力发电、水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的开发、运营,工程项

目管理,天然水收集和分配,可再生

能源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设备维修,检测技术服务,

供水服务,供电服务 

5 

伊犁新天煤

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2010 年 4

月 22 日 
482,800 55% 

危险化学品生产（煤制合成天然气

20 亿 Nm3/年、多元烃 8.4 万吨/年、

重芳烃 10 万吨/年、混合酚 2.5万吨

/年、轻烃 3.11 万吨/年）（以安全生

产许可证为准，安全生产许可证有

效期 2019 年 3 月 8 日至 2022 年 3

月 7 日）；生产机械设备、材料的

制造、采购、修理、销售；电力生产

与销售；建材生产与销售（水泥除

外）；煤炭、钢材、木材、塑料制品、

废旧物资的销售；煤化工技术咨询、

车辆租赁、场地租赁、住宿、矿山救

援服务；供应生活水、供应工业用

水，水质化验、煤制化验检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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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宁波海运集

团有限公司 

1981 年 12

月 10 日 
12,000 51% 

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物运

输（在许可证件有效期限内经

营）。船舶及其辅机的修造；海上

货物中转、联运；仓储，揽货；室

内外装潢；船舶配件、日用品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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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人民币万元）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发、零售；国内劳务合作；本单位

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实业投资 

7 

浙江省石油

股份有限公

司 

2017 年 9

月 16 日 
1,100,000 60% 

危险化学品批发无仓储（范围详见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舟安监

危经字[207]000545）；原油、成品

油储备营运，原油、燃料油、成品

油生产加工利用，原油、成品油、

燃料油仓储、依托自贸区开展石油

交易平台运营（以上限分支机构经

营）；成品油批发零售和进出口贸

易；保税燃料油经营；围绕原油、

成品油、燃料油配套的油库、码

头、输油管线以及成品油零售网点

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依托自贸

区开展石油交易平台建设；石油行

业相关管理和咨询服务；参与境内

外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开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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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状况的核

查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是浙江省内规模最大的发电企业，主要从事火电、

气电、核电、热电联产、综合能源等业务，管理及控股发电企业主要集中在浙江

省内。 

经核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末/ 

2021 年 

2020 年末/ 

2020 年 

2019 年末/ 

2019 年 

总资产 11,706,556.09 11,569,396.21 11,451,242.95 11,096,978.19 

净资产 7,111,258.81 7,178,817.93 7,631,420.62 7,249,669.67 

营业收入 3,592,298.86 7,107,323.74 5,168,443.34 5,437,054.91 

营业利润 7,098.90 -292,091.22 782,733.89 580,574.83 

净利润 -13,199.45 -200,050.97 667,343.10 490,717.59 

归母净利润 39,822.71 -85,522.14 608,629.87 429,3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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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6 月末

/2022 年 1-6 月 

2021 年末/ 

2021 年 

2020 年末/ 

2020 年 

2019 年末/ 

2019 年 

净资产收益率 0.62% -1.30% 9.22% 6.87% 

资产负债率 39.25% 37.95% 33.36% 34.67% 

注：最近一期数据未经审计；2022 年 1-6 月净资产收益率未经年化处理。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重大

民事诉讼或仲裁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与证券

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不存在涉及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者仲裁的情况。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

境外居留

权 

1 虞国平 董事长、董事 中国 3301061965******** 浙江 否 

2 曹路 董事、总经理 中国 3301061965******** 浙江 否 

3 赵明川 董事 中国 5125271963******** 四川 否 

4 章勤 董事 中国 3301071963******** 浙江 否 

5 吕洪炳 董事 中国 3306251973******** 浙江 否 

6 刘为民 职工董事 中国 4201061967******** 浙江 否 

7 韩洪灵 独立董事 中国 3623221976******** 浙江 否 

8 程金华 独立董事 中国 3101051977******** 上海 否 

9 王智化 独立董事 中国 4101211977******** 浙江 否 

10 陈士良 职工监事 中国 3301071973******** 浙江 否 

11 孙朝阳 监事 中国 4301031965******** 浙江 否 

12 陈立新 监事 中国 1303021973******** 河北 否 

13 陈统钱 副总经理 中国 3701021967******** 浙江 否 

14 吴皓 副总经理 中国 3303021971******** 浙江 否 

15 谢尉扬 总工程师 中国 3302031966******** 浙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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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公司职务 国籍 身份证号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
境外居留

权 

16 费惠士 财务总监 中国 3201061969******** 浙江 否 

17 柳哲明 总经理助理 中国 3308251974******** 浙江 否 

18 魏峥 董事会秘书 中国 3301051972******** 浙江 否 

19 刘宏芳 安全总监 中国 3307191968******** 浙江 否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最近五内年不存在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

未履行承诺的情况，不存在与证券市场相关的重大不良诚信记录。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浙能集团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存在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地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持股比例 

1 

浙江省新能源投

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上海证券交

易所 
浙江新能 600032.SH 69.23% 

2 
浙能锦江环境控

股有限公司 

新加坡交易

所 
锦江环境 

BWM.SG（新

加坡） 
60.00% 

3 
宁波海运股份有

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

易所 
宁波海运 600798.SH 12.82% 

4 
钱江水利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证券交

易所 
钱江水利 600283.SH 19.45% 

注 1：浙能集团还通过浙江新能能源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20.77%股份； 

注 2：浙能集团持有钱江水利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19.45%的股份为通过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八、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

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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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机构 5%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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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的核查 

一、对本次权益变动目的的核查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其编制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目

的进行了陈述： 

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替代行动是推进能源革命和构建清洁

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大举措，以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成长空间广阔。 

中来股份主营业务较为突出，具有一定的技术优势。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本

次权益变动取得中来股份的控制权，可以分享新能源高速发展的红利，促进信息

披露义务人从传统火电为主向火电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方向转变，有利于转型升

级，也可以有效规避产业培育风险，实现新产业的快速落地，符合信息披露义务

人的发展战略。 

二、对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有意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

置其在上市公司中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核查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本权益变动报告书已披露的安排外，信息披露义

务人不存在在未来 12 个月内其他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已拥有权益的

股份的计划。 

如果未来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增加或处置其在上市公司中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关

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本次权益变动的决策或审批程序的核查 

（一）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已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如下： 

1、2022 年 11 月 10 日，浙能电力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本次交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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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审批程序如下： 

1、浙江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同意； 

2、国家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国家反垄断局）关于经营者集中的审查； 

3、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本次交易的合规性确认。 

本财务顾问提示投资者关注本次权益变动存在的相关决策或审批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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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对权益变动方式的核查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通过协议转让、表决权委托的方式实现。 

（一）协议转让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拟采取协议方式受让张育政所持有

的中来股份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5,745,70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70%，

以下简称“标的股份”），根据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估值报告》结果，

并参考《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 20、30、60 及 120 个交易日股票成交均价，

以及中来股份未来发展、盈利预测等因素，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标的股份转让

价格为 17.18 元/股，转让价款合计 1,816,711,194.72 元。 

（二）表决权委托 

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自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记之日起，林建伟拟将所

持上市公司 108,962,736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0.00%）对应的表决权无条

件、不可撤销地委托给信息披露义务人行使，委托期限为自标的股份完成过户登

记之日起 36 个月。 

若委托期限届满，表决权委托终止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表决权数量没

有超过林建伟、张育政合计持有的表决权数量，或虽然超过但差额不足 5%（含

本数）的，则将通过延长委托期限或放弃授权股份表决权等方式，确保信息披露

义务人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本财务顾问提示投资者关注相关安排对未来上

市公司控制权稳定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出让方及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持有股份情况如下表

所示： 

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出让方 
张育政 135,745,704 12.46% 30,000,000 2.75% 

林建伟 180,685,737 16.58% 180,685,737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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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乐投资 9,936,448 0.91% 9,936,448 0.91% 

合计 326,367,889 29.95% 220,622,185 20.25% 

信息披露义务

人 
浙能电力 0 0.00% 105,745,704 9.70% 

注：林建伟、张育政及普乐投资为一致行动人。 

此外，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还拥有林建伟持有的上市公司

108,962,736 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即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214,708,440 股股份对应表决权，占上市公司全部股份对应表决权比例的 19.70%。 

二、对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

况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

份或其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105,745,704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9.70%），并合计控制上市公司 214,708,440 股股份对应

的表决权（占上市公司表决权的 19.70%）。 

本次权益变动后及在此后的三年期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林建伟、张育政

拟行使股东权利调整中来股份董事会。董事会成员拟由 7 名调整为 9 名，其中拟

由浙能电力提名 7 名董事候选人（5 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及 2 名独立董事候选

人）。 

鉴于上述情况，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制方。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股份权利限制的情况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张育政拟转让的所持有的中来股份

105,745,704 股股份（占中来股份总股本的 9.70%）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存

在质押、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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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对资金来源的核查 

经核查，根据《股份转让协议》，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协议转让需支付的股

权收购价款为 1,816,711,194.72 元。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收购的资金均来源于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该等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及其

关联方的情形，也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接受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财务资助、补偿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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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对后续计划的核查 

一、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调整的计划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未来 12 个月内

改变或调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计划。 

二、对未来 12 个月内是否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

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者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

买或置换资产重组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未来 12 个月内

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促使上市公司与他人合资或

合作，或促使上市公司通过资产购买或置换进行重组的计划。 

若未来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筹划相关计划，信息披露义务

人将督促中来股份根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

成的调整计划的核查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本次权益变动后除对中来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作出调整或安排的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拟保持中来股份及子公司现有

中高级管理人员的整体稳定性，可进行适当调整、优化。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的核

查 

经核查，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

约定，提议修改上市公司章程，调整董事会组成人数。如需对公司章程做进一步

修订（如党建入章程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依法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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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除前述“三、对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

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员工聘用计

划作出重大改变的具体计划。 

六、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

行调整的具体调整计划。 

七、对信息披露义务人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

响的调整计划的核查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

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具体调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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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的核查 

一、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不会改变上市公司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及财务

方面的独立性，上市公司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及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面

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 

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的

独立性，已经出具如下承诺：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本承诺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

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章及上市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

东义务，不利用股东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保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

构及业务方面继续与本承诺人及本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如有）完全分开，保

持上市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及业务方面的独立。”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带来实质

性不利影响。 

二、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同业竞争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目前不存在从事与上市公司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形，与上市

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二）同业竞争的承诺 

本次收购完成后，为避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制企业侵占上市公司的商业

机会和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承诺如下： 

“本公司承诺不会利用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身份谋求不正当利益，不会因未

来潜在出现的同业竞争导致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权益。”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带来实

质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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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实际控制的企业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

在关联交易或依照法律法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中来股份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关

联交易，则该等交易将在符合《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上市公司治理准则》

等相关规定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将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带来实

质性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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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的核查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重大资产交易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

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重大资产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合计金额超

过人民币 5 万元以上的交易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本核查意见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

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合计金额超

过 5 万元的交易。 

三、是否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

行补偿或者存在其他任何类似安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不存在对拟更换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者其他

任何类似安排的情况。 

四、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

契或者安排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说明，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信息披露义

务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合同、默契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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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对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情况的核查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在本次

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

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前 6 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信息披

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在本

次权益变动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  
累计买入
（股） 

买入日期 
累计卖出
（股） 

卖出日期 
期末持股
数（股） 

王小明 
董事曹路

之配偶 
5,000.00 2022/5/24 5,000.00 2022/5/26 0 

赵茂竹 
董事赵明

川之子女 
100 2022/5/18 100 2022/6/10 0 

针对上述股票买卖情况，相关人员确认其在交易中来股份股票期间，并不

知晓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信息，上述买卖中来股份股票行为系基于对市场的独立

判断、决策作出，不存在利用亲属关系或其他方式获取内幕信息的情形，不存

在利用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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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对其他重大事项的核查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

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信息

披露义务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

为避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以

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30 

财务顾问意见 

中信证券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

精神，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情况和资料进行审慎核查和验证后认为：本次权益变

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权益变动报告书的编制符合法律、法规和中

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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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中来光伏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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