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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司及时、公平地

披露信息，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本报告书所引用的相关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而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

确之前，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暂停转让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

份（如有）。 

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对本次交易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代表其对本公司

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

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交易时，除本报告书内容以及与本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

文件外，还应认真地考虑本报告书披露的各项风险因素。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

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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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全体董事声明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上市公司及时、公平地披露信息，承诺本报告书及其摘

要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全体董事： 

       

雷鸣山  马振波  张星燎  关杰林 

       

胡伟明  苏劲松  苏天鹏  赵燕 

       

洪猛  张必贻  文秉友  燕桦 

       

黄德林  黄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3 

 

特别提示 

一、本次新增股份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7.46 元/股；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数量为 921,922,425 股；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四、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

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23,663,781,655

股，其中，社会公众股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0%以上，仍满足《公

司法》《证券法》及《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的股票上市条件。 

本报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

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公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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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

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长江电力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三峡

集团、三峡投资、云能投、川能投合计持有的云

川公司 100%股权，同时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的行为 

《重大资产购买协议》 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

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购买协议》 

《重大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

协议》 
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

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长江电力/上市公司/本公司/

公司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云川公司/标的公司 指 三峡金沙江云川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云川公司 100%股权 

交易对方 指 三峡集团、三峡投资、云能投和川能投 

三峡集团 指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三峡投资 指 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云能投 指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川能投 指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峡建工 指 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长江实业公司 指 长江三峡集团实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三峡财务 指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三峡资本 指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三峡资产 指 三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 

中信证券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企华 指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章程》 指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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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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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股票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评估基准日 指 2022 年 1 月 31 日 

交割日 指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交易对方

将标的资产转让给上市公司并办理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之日 

过渡期/过渡期间 指 
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

（包括交割日当日） 

除特别说明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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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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标的公司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三峡集团、三峡投资、云能投、

川能投合计持有的云川公司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持有云川

公司 100%股权。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8.27 元/股，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60 和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的 90%。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已于2022年5月25日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上市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股份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17.46 元

/股。最终发行价格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评估结果，截至

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 月 31 日，云川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值为 8,048,382.79 万

元，依据该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本次交易的最终交易金额为 8,048,382.79 万元。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标的资产交易对价，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对应云川公司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发行股份支付价格 现金支付价格 

三峡集团 40.00% 3,219,353.12 804,838.28 2,414,514.84 

三峡投资 30.00% 2,414,514.84 - 2,414,514.84 

云能投 15.00% 1,207,257.42 402,419.14 804,838.28 

川能投 15.00% 1,207,257.42 402,419.14 804,838.28 

合计 100.00% 8,048,382.79 1,609,676.56 6,438,706.23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09,676.56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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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对价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本次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

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

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

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经计算，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前 20、60 和 120 个交

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具体如下： 

单位：元/股 

市场参考价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90% 

前 20 个交易日 20.30 18.27 

前 60 个交易日 20.74 18.67 

前 120 个交易日 20.30 18.27 

经交易各方协商，上市公司确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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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60 和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的 90%。 

自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实施派息、送股、配股、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发行价格的具体调

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P0，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增发新股

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每股派息为 D，调整后新增股份价格

为 P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则： 

派息：  

送股或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或配股：  

三项同时进行：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已于2022年5月25日审议通过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上市公司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的股份发行价格进行除权除息，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调整后的发行价格为 17.46 元

/股。最终发行价格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3、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三峡集团、云能投、川能投。 

4、交易金额及对价支付方式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并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22）第 6206 号），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云川

公司 100%股权的资产价值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云川公司 100%股权的评

估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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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评估方法 

A B C=B-A D=C/A - 

云川公司

100%股权 
5,681,869.37 

8,048,382.79 2,366,513.43  41.65% 资产基础法 

7,987,743.09 2,305,873.73  40.58% 收益法 

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即云川公司的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结果为 8,048,382.79 万元。依据该评估结果为基础，交易各方确定本次交

易的最终交易金额为 8,048,382.79 万元。 

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支付标的资产交易对价，具体

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对应云川公司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 发行股份支付价格 现金支付价格 

三峡集团 40.00% 3,219,353.12  804,838.28  2,414,514.84  

三峡投资 30.00% 2,414,514.84  -    2,414,514.84  

云能投 15.00% 1,207,257.42  402,419.14  804,838.28  

川能投 15.00% 1,207,257.42  402,419.14  804,838.28  

合计 100.00% 8,048,382.79  1,609,676.56  6,438,706.23  

5、发行股份数量 

上市公司向三峡集团、云能投、川能投分别发行 460,961,213 股、230,480,606

股、230,480,606 股股份用于支付本次重组的部分对价，最终发行数量已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 

交易对方 以股份支付价格（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三峡集团 804,838.28 460,961,213 

云能投 402,419.14 230,480,606 

川能投 402,419.14 230,480,606 

合计 1,609,676.56 921,922,425 

注 1：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以股份支付价格÷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17.46 元/股，已考虑了上市

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对本次发行价格除权除息的影响； 

注 2：按上述公式计算的交易对方取得新增股份数量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部

分计入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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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份锁定期 

三峡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但适用法律法规许可转让的除外。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三峡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

期的基础上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云能投、川能投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但适用法律法规许可转让的除外。 

本次交易完成后，股份锁定期内，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因

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相应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如果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对于上述锁定安排有不同意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

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安排进行调整并予执行。 

7、过渡期损益安排 

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

日）的过渡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三峡集团、三峡投资、云能投、川能

投按其持有的云川公司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 

8、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前积累的未分配利润，在本次发行后由上市公司的新老股东按

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但三峡集团、云能投、川能投通过本次资产购买所取得的

新增股份不享有过渡期间公司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9、决议有效期 

公司本次交易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因公司已在

该期限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该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

交易完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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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次交易的资产减值补偿安排 

根据中企华出具并经有权国资监管机构备案的《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2022]第 6206 号），本次交易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确定云川公

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048,382.79 万元。其中，评估机构对云川公司的昆明

三峡大厦一期和昆明生活基地住宅（以下统称“昆明房产”）采用市场法评估，

其评估价值合计 109,414.54 万元。为进一步保护上市公司及投资者的利益，根据

《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的相关规定，三峡集团已补充出具了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相关资产期末减值补偿安排的承诺函》，三峡

集团关于本次交易减值补偿的安排具体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以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其后两个会计年度为减值补偿

期间。 

2、在减值补偿期间的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的 4 个月内，本公司同意由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条件的会计师事务

所对昆明房产一并进行减值测试。如昆明房产在减值补偿期间的任一会计年度的

期末价值低于其在本次交易时的评估价值，对于差额部分（即期末减值额），本

公司将按照本公司、长江三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云川公司股权比例

（即 70%）进行补偿。本公司优先以上市公司在本次交易中向本公司发行的股份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进行补偿，不足部分以现金补偿。有关补偿金额、

补偿方式等事项应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

第 1 号》等相关监管规则要求。具体为： 

本公司当年度应补偿股份数=（昆明房产当年度的期末减值额×70%）/本次发

行股份价格－本公司在减值补偿期间已补偿的股份总数 

3、如本公司届时需向上市公司进行股份补偿，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相应年度补偿股份回购及后续注销事宜的议案后，本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

通知的期限与回购价格，配合上市公司完成向本公司定向回购并注销当期应补偿

股份的具体手续。如本公司届时需以现金进行补偿，本公司将在上市公司通知的

期限内将所需补偿的现金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银行账户。 



 

14 

 

4、本承诺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且不可撤销。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并给上市

公司或其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愿意依法承担对上市公司或其投资者的补偿

责任。” 

上述减值补偿安排可以有效减少标的公司相关资产价值波动风险对上市公

司的影响，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符合《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 1号》的相关要求。 

（二）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1,609,676.56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

易对价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及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本次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公司将以自筹

资金的方式解决。在募集配套资金到位前，上市公司可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

情况以自筹的资金择机先行用于上述募集配套资金用途，待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

置换。 

若本次交易中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公司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种类为人民币 A 股

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本次交易中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非公开发行股

份发行期首日。本次交易中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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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80%。最终发行价格将在本次交易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按照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与各方协商确定。 

3、发行对象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4、发行规模及发行数量 

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609,676.56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以发行股份方

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100%，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0%。

募集配套资金的最终发行股份数量将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发行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和询价结果确定。 

5、锁定期安排 

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上述

特定投资者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完成之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基于本次交易而享有

的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安排。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中所认购股份的锁定安排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公司及

认购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并予执行。 

6、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份发行前积累的未分配利润，在发行后由上市公司

的新老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共同享有，但三峡集团、云能投、川能投通过本次资产

购买所取得的新增股份不享有过渡期间公司实现的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三、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标的资产财务数据及评估作价情况，与上市公司 2021 年度相关财务数

据比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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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标的资产 

上市公司 占比 
财务数据 交易金额 

资产总额 23,275,938.97 
8,048,382.79 

32,856,328.16 70.84% 

资产净额 5,380,774.81 18,106,381.95 44.45% 

营业收入 1,273,411.60 / 5,564,625.40 22.88% 

注：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计算指标均为其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标的资产的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归母净资产）与此次收购

的标的资产成交金额的孰高值。 

本次交易达到《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四、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前 36 个月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本次交易前后，

上市公司最近 36 个月控股股东均为三峡集团，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

三条规定的重组上市。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三峡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三峡投资为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三峡集团之全资子公司，川能投的高级管理人员宗仁怀在过去 12 个月内

曾担任公司董事。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三峡集团、三峡投资、川

能投为上市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召开股东

大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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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1、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已经三峡集团、三峡投资、云能投、川能投内部决策机构审议

通过； 

4、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结果已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备案； 

5、本次交易已获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的批准； 

6、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根据昆明市盘龙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3 年 1 月 10 日核发的“（昆盘）登

字【2023】第 627 号”《登记通知书》，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事

宜已办理完成变更登记。标的公司已取得了换发后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301030615619360），长江电力已合法直接持有云川公司 100%股权，云

川公司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依法完成了将标的资产

过户给上市公司的义务。 

（二）验资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028 号），截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止，上市

公司已收到三峡集团、云能投、川能投股权出资共计人民币 16,096,765,600.00 元，

其中计入“股本”人民币 921,922,425.00 元。上市公司本次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23,663,781,655.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23,663,781,65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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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金支付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三峡集团、三峡投资、云能投及川能投已分别收到现

金支付价款 2,414,514.84 万元、2,414,514.84 万元、804,838.28 万元及 804,838.28

万元，本次交易的现金支付对价已全部支付完毕。 

（四）过渡期损益归属 

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

日）的过渡期间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由三峡集团、三峡投资、云能投、川能

投按其持有的云川公司股权比例享有或承担。 

（五）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3 年 2 月 3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已办理完毕。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921,922,425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发行后公司的

股份数量为 23,663,781,655 股。 

三、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公司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四、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

整情况 

2022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刘海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刘海波先生担任公

司副总经理，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除上述情况外，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至本报

告书出具日，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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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 

五、重组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

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

供担保的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

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

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六、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2021 年 12 月 10 日，上市公司与三峡集团、三峡投资、云能投、川能投签

署《重大资产购买协议》；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与三峡集团、三峡投资、

云能投、川能投签署《重大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重大资产购买协议》及《重大资产购买协议之补充

协议》的生效条件已全部满足，协议均已生效。目前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已

生效协议的约定履行协议内容，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相关方对股份锁定、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和减少关

联交易、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等方面做出了相关承诺，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中

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上述承诺仍在履行过程中，承诺人无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相关承诺方将继续履行其尚未履行完毕的各项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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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1、交易各方同意由符合《证券法》规定、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条件

的审计机构在交割日后的 30 个工作日内，对云川公司过渡期间的损益进行审计，

并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予以确认。 

2、上市公司尚需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批复，在批复有效期内根据募集配

套资金方案择机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并办理新增股份登记及上市手续。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与否不影响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实施。 

3、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事宜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本次交易相关各方尚需继续履行本次重组涉及的协议、承诺事项。 

5、上市公司尚需就本次交易继续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报告书披露日，上述未尽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重

组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八、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

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

已完成，长江电力已合法持有云川公司 100%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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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新增股份

验资及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聘任刘海波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除此之外，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发生

更换的情况。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

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均

已完成，长江电力已合法持有云川公司 100%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

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的新增股份

验资及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发现相关实际情况与

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聘任刘海波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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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除此之外，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发生

更换的情况。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

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

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8、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

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认为： 

“1. 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及批准，具备实施的法定条件。 

2.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验资手续、现金对价支付以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3. 在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

大差异的情形。 

4. 自长江电力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长江电力存在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情形，前述人员变更已经履行了

必要的程序，人员变更未对长江电力的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5. 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相关各方未出现

违反协议或承诺的情形。 

6. 本次交易的后续事项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本次交易相

关协议的约定，在本次交易各方依法、依约履行的情形下，其实施不存在实质性

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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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一）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长江电力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代码：600900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3 年 2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 

本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三峡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

份限售期为 36 个月，云能投、川能投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三、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三峡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

得转让，但适用法律法规许可转让的除外。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发行价的，三峡集团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

期的基础上将自动延长 6 个月。 

云能投、川能投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但适用法律法规许可转让的除外。 

本次交易完成后，股份锁定期内，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因

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相应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如果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对于上述锁定安排有不同意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

交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安排进行调整并予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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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9,622,177,108 42.31%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98,486,327 7.03% 

3 
三峡集团－中信证券－18 三峡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

专户 
1,583,647,066 6.96% 

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

产品 
988,076,143 4.34% 

5 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880,000,000 3.87% 

6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77,784,000 3.86% 

7 
三峡集团－中信证券－G 三峡 EB2 担保及信托财产

专户 
676,311,000 2.97% 

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57,980,472 2.89% 

9 长江三峡集团实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454,837,184 2.00% 

10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吉利两全保险产品 420,000,000 1.85% 

合计 17,759,299,300 78.09%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 2023 年 2 月 3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

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10,083,138,321 42.61% 

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584,016,522 6.69% 

3 
三峡集团－中信证券－18 三峡 EB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 
1,583,647,066 6.69% 

4 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108,284,606 4.68% 

5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

品 
988,076,143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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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三峡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880,000,000 3.72% 

7 
三峡集团－中信证券－G 三峡 EB2 担保及信托财产专

户 
676,311,000 2.86% 

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57,980,472 2.78% 

9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91,477,343 2.50% 

10 长江三峡集团实业发展（北京）有限公司 454,837,184 1.92% 

合计 18,607,768,657 78.63% 

二、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对象中不包含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除二级市

场增减持情况外，本次发行本身不会发生导致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直接持股数量变动的情况。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如下：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以大型水电运营为主业，拥有长江干流三峡、葛洲坝、

溪洛渡、向家坝等 4 座梯级水电站，控股总装机容量 4,559.5 万千瓦，并受托管

理乌东德水电站和白鹤滩水电站。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总装机容量

4,559.5 万千瓦（未含目前受托管理的乌东德水电站和白鹤滩水电站），位于全球

水电行业公司前列。 

本次交易收购的云川公司系乌东德水电站和白鹤滩水电站的投资运营主体。

乌东德水电站核定装机容量 1,020 万千瓦，已全部投产；白鹤滩水电站核定装机

容量 1,600 万千瓦，已全部投产。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拥有长江干流 6 座梯级水电站，控股总装机容

量将增加至 7,179.50 万千瓦，增长 57.46%。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控股水电装机规模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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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站类型/名称 
交易前上市公司 

控股装机容量（万千瓦） 

交易后上市公司 

控股装机容量（万千瓦） 

国内： 4,549.5 7,169.5 

三峡 2,250.0 2,250.0 

葛洲坝 273.5 273.5 

溪洛渡 1,386.0 1,386.0 

向家坝 640.0 640.0 

乌东德 - 1,020.0 

白鹤滩 - 1,600.0 

国外： 10.0 10.0 

合计 4,559.5 7,179.5 

注：“控股装机容量”指公司全资或控股的水电站的总装机容量。 

上市公司的核心业务仍为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上市公司在长江流域的联合调度能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

强水电业务，突出水电主业地位，巩固上市公司世界水电巨擘地位。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 2021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2022 年 1-6 月财务报表以及

2021 年度、2022 年 1-6 月经审阅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前后

（未考虑配套融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6月30日/2022年1-6月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动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动率 

资产总额 33,526,089.01 57,914,969.73 72.75% 32,856,328.16 56,086,893.26 70.70% 

负债总额 15,055,294.06 40,170,389.15 166.82% 13,827,505.88 38,115,968.34 175.65%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权益 
17,478,925.88 16,752,711.50 -4.15% 18,106,381.95 17,048,484.58 -5.84% 

营业收入 2,538,848.44 3,145,817.29 23.91% 5,564,625.40 6,752,423.88 21.35% 

利润总额 1,397,236.85 1,428,921.45 2.27% 3,240,934.42 3,685,329.31 13.71%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净利润 
1,129,157.19 1,160,840.17 2.81% 2,627,299.85 3,071,683.39 16.91% 

资产负债率 44.91% 69.36% 

上升

24.45 个

百分点 

42.08% 67.96% 

上升

25.88 个

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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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年6月30日/2022年1-6月 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动率 交易前 

交易后 

（备考） 
变动率 

基本每股收益 0.4965 0.4906 -1.19% 1.1553 1.2981 12.36% 

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6.13% 6.69% 

上升

0.56 个

百分点 

14.92% 19.29% 

上升

4.37 个

百分点 

注：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变动率为绝对变动率。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资产、收入及利润规模将得到提升，

持续经营能力将得到增强，符合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配套融资完成前，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股权结

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不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三峡集团 11,882,135,174 52.25% 12,343,096,387 52.16% 

三峡建工 880,000,000 3.87% 880,000,000 3.72% 

长江实业公司 454,837,184 2.00% 454,837,184 1.92% 

三峡财务 35,216,171 0.15% 35,216,171 0.15% 

三峡资本 28,315,354 0.12% 28,315,354 0.12% 

三峡资产 13,283,221 0.06% 13,283,221 0.06% 

三峡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小计 
13,293,787,104 58.46% 13,754,748,317 58.13% 

川能投 877,784,000 3.86% 1,108,284,606 4.68% 

云能投 669,853,158 2.95% 900,333,764 3.80% 

其他投资者 7,900,434,968 34.74% 7,900,414,968 33.39% 

合计 22,741,859,230 100.00% 23,663,781,655 100.00% 

注：上表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各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为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数据。 

本次交易前，三峡集团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国务院国资委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三峡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

国务院国资委；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上限相对于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较小，

预计不会对股权结构产生较大影响。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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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发生变化，也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交所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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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中信

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签署协议明确了独立财务顾问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对本公司的持续

督导期间为自本次重组实施完毕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二、持续督导方式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和及其他方式

对本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华泰联合证券结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当年和实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

自年报披露之日起 15 日内，对本次重组实施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

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交易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7、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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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中介机构及有关经办人员 

一、独立财务顾问 

（一）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电话 010-60838888 

传真 010-60833083 

经办人员 
康昊昱、秦镭、孟宪瑜、张楠、苏天毅、杨枭、路宏伟、邵仁

杰、李冠儒、郑依诺、扶飖、朱印 

（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名称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江禹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2 号丰铭国际大厦 A 座 6 层 

电话 010-56839300 

传真 010-56839400 

经办人员 吴昊、张健、戚升霞、顾金晓蕙、郑志凯、顾政昊、陈雍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事务所负责人 张学兵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金和东路 20 号院正大中心 3 号楼南塔 22-31 层 

电话 010-59572288 

传真 010-65681022 

经办律师 魏海涛、贾琛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雄、梁春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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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010-58350011 

传真 010-5835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 郝丽江、杨倩 

四、评估机构 

（一）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权忠光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 18 号中复大厦三层 

电话 010-65881818 

传真 010-65882651 

经办人员 李健之、姚永强 

（二）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机构名称 北京华源龙泰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邓峰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丰台北路 18 号金唐中心 C 座 6 层 

电话 010-88356600 

传真 010-88353535 

经办人员 唐元源、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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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2、《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3、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长江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

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长江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6、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028 号）； 

7、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8、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全发行申报材料。 

二、备查方式 

投资者可在本报告书刊登后至本次交易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30-

11:30，下午 2:00-5:00，于下列地点查阅上述文件： 

上市公司名称：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22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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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58688900 

传真：010-58688898 

联系人：薛宁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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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