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证券代码：000722        证券简称：湖南发展       公告编号：2022-082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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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株洲航电分公司（以下简

称“株洲航电”）、控股子公司湖南鸟儿巢水电站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鸟儿

巢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发展空洲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发展

空洲岛公司”）及控股孙公司湖南发展琼湖建材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

发展琼湖建材”）根据各自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需要，拟于近期分别与关联方发

生日常关联交易，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不超过31.50万元。具体如下： 

1、株洲航电及鸟儿巢公司拟分别与关联方湖南湘投售电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湘投售电公司”）签订《市场电量委托代理合同》，分别购买在2022年12月至

2025年12月期间（具体日期以实际签署时间为准，不超过3年）的75万千瓦时电

量以及48万千瓦时电量。在上述合同正式生效后，株洲航电、鸟儿巢公司拟分别

与相关方共同签订《市场化零售业务协议》，并依据该协议约定进行电力市场化

交易业务结算。根据株洲航电、鸟儿巢公司初步估算和市场化电力交易价格，预

计代理期间实际用电量所产生的负价差收益金额的10%和代理服务费共计不超过

0.5万元。 

2、湖南发展空洲岛公司拟与关联方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南省咨询公司”）签订《株洲航电（空洲水电站）扩机工程项目初步

设计报告评审补充协议》，委托对方开展株洲航电（空洲水电站）扩机工程项目

初步设计报告评审专项技术服务，技术服务费为19万元。 

3、湖南发展琼湖建材拟与关联方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湘咨工程咨询公司”）签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委托对方开展

沅江市机制砂建设项目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与其他服务，咨询服务费为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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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协议具体内容均以正式签署的协议文本为准。 

（二）关联关系说明 

湖南省咨询公司为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投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湘投售电公司及湘咨工程咨询公司为湘投集团的全资孙公司。2022

年09月09日，湖南发展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集团”）与湘投

集团签订了《股份无偿划转协议》，发展集团同意将其持有的公司208,833,642

股股份无偿划转给湘投集团持有。本次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将由

发展集团变更为湘投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湖南省咨询公司、湘投售电公司及湘咨工程咨询公司均为关联法人。因此，上述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黄治需回避表决。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程序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表决结果为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关联董事黄治先生回

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2、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合计不超过31.50万元。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至股

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需对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

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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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湘投售电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湖南湘投售电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长沙市岳麓区学士路336号慧谷科技产业园C-9检测车间901 

法定代表人 邓雍程 

注册资本 11000.000000 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湖南湘投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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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MA4LTUYC86 

注册号 - 

经营范围 

电力能源产品销售；以自有合法资产开展配电网、太阳能发

电的投资与经营管理（不得从事股权投资、债权投资、短期

财务性投资及面对特定对象开展受托资产管理等金融业务，

不得从事吸收存款、集资收款、受托贷款、发行票据、发放

贷款等国家金融监管及财政信用业务）；节能咨询及信息技术

开发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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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7 年 06月 26日 

核准日期 2022 年 09月 16日 

营业期限 - 

登记机关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0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901.41 4,036.89 

负债总额 1,728.26 264.74 

所有者权益 4,173.15 3,772.15 

项目 2022 年 01-09 月 2021 年 01-12 月 

营业收入 796.22 963.68 

净利润 201.00 259.65 

3、其他情况说明 

湘投售电公司是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售电公司准入与退出管

理办法》设立的合法售电经营企业，已在湖南电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完成注册备

案。其拥有广泛的购电渠道和专业的电力交易人员，具有较强议价能力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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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湖南省咨询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一段 1139 号 202 室 

法定代表人 詹琼雷 

注册资本 35117.054500 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0003294872994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国土空间规划

编制；建设工程施工；安全评价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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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

理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节能管理服务；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环保咨询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

业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

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政策法规课题研究；规划设计

管理；水利相关咨询服务；水土流失防治服务；土壤污染

治理与修复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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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15 年 03 月 26 日 

核准日期 2021 年 12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 

登记机关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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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0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963.03 69,765.60 

负债总额 42,897.41 29,337.71 

所有者权益 43,065.62 40,427.89 

项目 2022 年 01-09月 2021 年 01-12月 

营业收入 9,470.73 17,393.73 

净利润 1,532.30 517.11 

（三）湘咨工程咨询公司 

1、基本信息 

名称 湖南省湘咨工程咨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一段 1139 号（湖南国际商务中心二楼） 

法定代表人 谢盛文 

注册资本 6000.000000 万人民币 

股权结构 湖南省国际工程咨询中心有限公司持股 1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7170512006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建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建设工

程施工；人防工程设计；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建设工程监

理；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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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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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

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政府采购代理服务；工程

管理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采购代理服务；项目策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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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工程技术服务（规

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融资咨询服务；节能管

理服务；专业设计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承接总公司工程

建设业务；单建式人防工程监理；水环境污染防治服务；

农业面源和重金属污染防治技术服务；大气环境污染防治

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环境保护监测；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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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日期 2000 年 04 月 30 日 

核准日期 2022 年 08 月 05 日 

营业期限 - 

登记机关 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其他情况 非失信被执行人 

备注：上述信息来源于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系统和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2、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09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155.12 5,527.77 

负债总额 4,229.89 4,670.04 

所有者权益 925.23 857.73 

项目 2022 年 01-09月 2021 年 01-12月 

营业收入 2,001.89 2,317.46 

净利润 58.91 69.93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株洲航电及鸟儿巢公司拟分别向关联方湘投售电公司购买在202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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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5年12月期间（具体以实际签署时间为准，不超过3年）的75万千瓦时电量

以及48万千瓦时电量。约定的交易电量由湘投售电公司代理株洲航电及鸟儿巢公

司向省内发电企业购买。 

湘投售电公司在发电企业的购电负价差收益，90%归株洲航电及鸟儿巢公司

所有，10%归湘投售电公司所有；正价差时，湘投售电公司收取0.15分/千瓦时代

理服务费。 

电费结算时，株洲航电及鸟儿巢公司因负价差取得的90%收益，直接在向当

地电网公司缴纳的购电电费中扣减；湘投售电公司因正价差产生的代理服务费及

负价差产生的10%收益均由湘投售电公司和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长沙供电分

公司直接进行结算。 

根据株洲航电、鸟儿巢公司初步估算和市场化电力交易价格，预计代理期间

实际用电量所产生的负价差收益金额的10%和代理服务费共计不超过0.5万元。 

2、湖南发展空洲岛公司拟委托关联方湖南省咨询公司为株洲航电（空洲水

电站）扩机工程项目开展初步设计报告评审工作，为判定项目设计方案的合理性

提供专业技术支撑。技术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现场踏勘、会议通知、会议主

持、会务安排、组织评审会议、编写会议纪要、汇总专家意见、督促省水电院按

照专家意见完成初步设计报告的修改并出具审定本、编制评审报告等与初步设计

报告评审相关的所有工作。技术服务费总额为19万元。 

3、湖南发展琼湖建材拟委托关联方湘咨工程咨询公司开展沅江市机制砂建

设项目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与其他服务。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为预算审核。服务费

用为12万元。 

（二）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和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原则，按市场化原则协商定价，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自2022年年初至本议案审议日，公司与上述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如下： 

 

关联方名称 交易金额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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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咨询公司 195 万元 
株洲航电（空洲水电站）扩机工程项目咨

询服务 

湘投售电公司 不超过 10 万元 湖南发展琼湖建材通过湘投售电公司购电 

合计 不超过 205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分别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十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株洲航电、鸟儿巢公司、湖南发展空洲岛公司及湖南发展琼湖建材与关

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通过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资源和

优势，满足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

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也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株洲航电、鸟儿巢公司、湖南发展空洲岛公司及湖南发展琼湖建材分别

与关联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

利影响，也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综上，我们同意将《关于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取得了我们的认可。我们认为：本

次株洲航电、鸟儿巢公司、湖南发展空洲岛公司及湖南发展琼湖建材分别与关联

方开展日常关联交易是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遵循公允定价

原则，按市场化原则协商定价，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公司关联

董事在审议此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时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我们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七、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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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3、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2 月 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