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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接受上市公司委托，担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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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立财务顾问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

《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市规则》

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按照证券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态度，本独立财务顾问经过审慎核查，出具本报告书。 

1、本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材料由交易各方提供，本次交易各方均已向本

独立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和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独立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

的专业意见与上市公司披露的文件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3、报告书不构成对上市公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根据报告书所做出的

任何投资决策而产生的相应风险，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4、本独立财务顾问未委托和授权任何其它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报告书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5、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国电南瑞发布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

文件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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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报告书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之 2017 年度持续督导工作报告书》 

本公司、公司、上市公司、

国电南瑞 
指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组报告书》 指 
《国电南瑞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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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瑞集团 指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南瑞集团公司（2017 年 10 月

整体改制为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国网电科院 指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2017 年 10 月整体改制为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

司） 

国家电网 指 国家电网公司 

继保电气 指 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 

继保工程 指 南京南瑞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普瑞科技 指 中电普瑞科技有限公司 

普瑞工程 指 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普瑞特高压 指 北京国网普瑞特高压输电技术有限公司 

信通公司 指 南京南瑞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设计公司 指 南瑞电力设计有限公司 

瑞中数据 指 江苏瑞中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南瑞 指 上海南瑞实业有限公司 

云南南瑞 指 云南南瑞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巴西公司 指 Nari Brasil Holding Ltda 

印尼公司 指 PT. Nari Indonesia Forever 

北京南瑞 指 北京南瑞系统控制有限公司 

云南能投 指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江宁基地 指 
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下辖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开发

区水阁路以东，诚信大道以北的江宁科研产业基地 

标的资产、拟购买资产 指 

国网电科院所持普瑞特高压 100%股权、设计公司 100%

股权、江宁基地及浦口房产土地；南瑞集团持有的主要

经营性资产及负债；南瑞集团及沈国荣所持有的继保电

气 87%股权；南瑞集团所持有的信通公司 100%股权、

普瑞工程 100%股权、普瑞科技 100%股权、北京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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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股权、上海南瑞 100%股权、印尼公司 90%股权、

巴西公司 99%股权、瑞中数据 60%股权；南瑞集团及云

南能投所持有的云南南瑞 100%股权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重组 
指 

国电南瑞拟分别向国网电科院、南瑞集团、沈国荣、云

南能投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其中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国网电科院所持普瑞特高压 100%股权、设计

公司 100%股权、江宁基地及浦口房产土地；以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南瑞集团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以

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南瑞集团所持信通公司 100%股权、

普瑞工程 100%股权、普瑞科技 100%股权、北京南瑞

100%股权、上海南瑞 100%股权、印尼公司 90%股权、

巴西公司 99%股权、瑞中数据 60%股权、云南南瑞 65%

股权；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云南能投所持有的云南南瑞

35%股权；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南瑞集团所

持有的继保电气 79.239%股权，其中现金支付比例为继

保电气 79.239%股权交易作价的 14.60%；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沈国荣所持有的继保电气 7.761%股权。同时拟采

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配套资金 

《国电南瑞与国网电科

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指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

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与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

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网电力科学研究

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二）》 

《国电南瑞与南瑞集团

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 

指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二）》 

《国电南瑞与南瑞集团

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 

指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关

于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南

瑞集团公司关于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之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关于南京南瑞继保电气

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二）》 

《国电南瑞与沈国荣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其补充协议 

指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沈国荣之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沈国荣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沈国荣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二）》 

《国电南瑞与云南能投

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 

指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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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

充协议（二）》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 
指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之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

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国电南瑞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沈国荣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国电

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之盈利预

测补偿补充协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国网

电力科学研究院之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国电南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沈国荣之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

议》、《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南瑞集团公司

之盈利预测补偿补充协议（二）》、《国电南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与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之盈利预测补偿补充

协议（二）》 

《股份认购协议》 指 
《关于国电南瑞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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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 

标的资产评估报告 指 

《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项目南京南瑞集团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字[2017]第 815 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南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

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803 号），《国电

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项目北京国网普瑞特高压输电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804 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中电普瑞

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805

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项目中电普瑞电力工程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806 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南京南瑞

信息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7]第 807 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北京南瑞系统控制有限公司

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808 号），《国电南

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

目江苏瑞中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字[2017]第 809 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上海南瑞实业有限公司资

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810 号），《国电南瑞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

云南南瑞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7]第 811 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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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南瑞巴西公司资产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812 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南瑞印尼

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813 号），《国

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项目南瑞电力设计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

字[2017]第 814 号），《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项目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资产

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816 号） 

缴款通知书 指 
《国电南瑞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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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发行股票缴款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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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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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信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验资机构、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联评估、评估机构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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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

法》 
指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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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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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国电南瑞分别向国网电科院、南瑞集团、沈国荣、云南能投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国网电科院所持普瑞特高压 100%股

权、设计公司 100%股权、江宁基地及浦口房产土地；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南瑞

集团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南瑞集团所持信通公司

100%股权、普瑞工程 100%股权、普瑞科技 100%股权、北京南瑞 100%股权、

上海南瑞 100%股权、印尼公司 90%股权、巴西公司 99%股权、瑞中数据 60%

股权、云南南瑞 65%股权；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云南能投所持有的云南南瑞 35%

股权；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南瑞集团所持有的继保电气 79.239%股

权，其中现金支付比例为继保电气 79.239%股权交易作价的 14.60%；以发行股

份方式购买沈国荣所持有的继保电气 7.761%股权。本次重组上市公司拟采用询

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

总额 610,328.00 万元。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如下：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国电南瑞向国网电科院发行 251,732,772 股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普瑞特高

压 100%股权、设计公司 100%股权、江宁基地及浦口房产土地；向南瑞集团发

行 1,397,032,461 股股份及支付 251,381.50 万元现金购买其所持有的主要经营

性资产及负债、信通公司 100%股权、普瑞工程 100%股权、普瑞科技 100%股

权、北京南瑞 100%股权、上海南瑞 100%股权、印尼公司 90%股权、巴西公司

99%股权、瑞中数据 60%股权、云南南瑞 65%股权、继保电气 79.239%股权；

向云南能投发行 525,318 股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云南南瑞 35%股权；向沈国荣

发行 123,726,665 股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继保电气 7.761%股权。 

本次重组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

的、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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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标的资产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名称 

账面值 

（100%权

益） 

评估值 

（100%权益） 
增减值 增值率 

收购 

比例 

标的资产 

评估值 

A B C=B-A D=C/A E F=E*B 

1 

南瑞集团主

要经营性资

产及负债 

59,205.13 87,596.45 28,391.32 47.95% - 87,596.45 

2 继保电气 495,278.16 2,172,908.71 1,677,630.55 338.72% 87% 1,890,430.58 

3 普瑞特高压 3,770.83 76,202.44 72,431.61 1920.84% 100% 76,202.44 

4 设计公司 9,604.16 34,349.63 24,745.47 257.65% 100% 34,349.63 

5 瑞中数据 8,561.36 12,042.88 3,481.52 40.67% 60% 7,225.73 

6 信通公司 9,986.60 102,852.55 92,865.95 929.91% 100% 102,852.55 

7 普瑞工程 52,640.73 177,168.13 124,527.40 236.56% 100% 177,168.13 

8 普瑞科技 23,399.51 37,503.94 14,104.43 60.28% 100% 37,503.94 

9 云南南瑞 1,200.86 2,045.74 844.88 70.36% 100% 2,045.74 

10 北京南瑞 1,893.04 4,838.68 2,945.64 155.60% 100% 4,838.68 

11 上海南瑞 277.07 6,515.60 6,238.53 2251.61% 100% 6,515.60 

12 印尼公司 1,002.20 2,233.72 1,231.52 122.88% 90% 2,010.35 

13 巴西公司 5,354.62 6,772.18 1,417.56 26.47% 99% 6,704.46 

14 

江宁基地及 

浦口房产土

地 

187,443.94 232,559.70 45,115.76 24.07% - 232,559.70 

合计 859,618.21 2,955,590.35 2,095,972.14 243.83% - 2,668,003.97 

注：继保电气 100%股权母公司账面值为 495,278.16 万元；合并口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

益为 773,925.78 万元。 

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标的资产 100%权益汇总的账面净

资产为 859,618.21 万元，评估值为 2,955,590.35 万元，评估增值 2,095,972.14 万

元，增值率为 243.83%。根据相关标的资产的收购比例计算，本次标的资产整体

作价为 2,668,003.97 万元。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

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股份发行价格为 13.93 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 



9 

 

同时，根据 2017 年 6 月 22 日国电南瑞实施的 2016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上市公司以总股本为基数，每股发放现金股利 0.30 元（含税）。因此，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根据除息结果调整为 13.63 元/股。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在前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实施的基础上，上市公司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

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610,328.00 万元。股

份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国电南瑞总股本的 20%。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

原则为询价发行，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

行期的首日。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国电南瑞股票交易均价的 90%（15.10 元/股）且

不低于本次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13.63 元/股）。 

上市公司和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按照价格优先等原则

合理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15.99 元/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381,693,558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6,103,279,992.42 元，募

集资金净额为 6,020,040,632.51 元。 

（二）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具体情况 

（1）继保电气 87%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并根据企业工商

查询信息，南瑞集团及沈国荣所持有的继保电气合计 87%的股权已过户至国电

南瑞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持有继保电气 87%股权，

合法拥有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2）普瑞特高压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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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准并根据企业工

商查询信息，国网电科院所持有的普瑞特高压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

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已成为普瑞特高压的唯一股东，合

法拥有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3）普瑞工程 100%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准并根据企业工

商查询信息，南瑞集团所持有的普瑞工程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

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已成为普瑞工程的唯一股东，合法拥有

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4）普瑞科技 100%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核准并根据企业工

商查询信息，南瑞集团所持有的普瑞科技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

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已成为普瑞科技的唯一股东，合法拥有

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5）信通公司 100%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并根据企业工商

查询信息，南瑞集团所持有的信通公司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相

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已成为信通公司的唯一股东，合法拥有股

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6）瑞中数据 60%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根据企业工商查询信

息，南瑞集团所持有的瑞中数据 60%股权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相关工商变

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持有瑞中数据 60%股权，合法拥有股东的一切权

利和义务。 

（7）设计公司 100%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福州市闽侯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并根据企业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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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信息，国网电科院所持有的设计公司 100%股权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相

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已成为设计公司的唯一股东，合法拥有股

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8）上海南瑞 100%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并根据企业工商查询信息，南瑞集团所持有的上海南瑞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国

电南瑞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已成为上海南瑞的唯一股

东，合法拥有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9）云南南瑞 100%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云南省昆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并根据企业工商

查询信息，南瑞集团及云南能投所持有的云南南瑞合计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国

电南瑞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已成为云南南瑞的唯一股

东，合法拥有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10）巴西公司 99%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根据发改委核发的《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

备[2017]529 号）、江苏省商务厅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3200201700583 号）及托斯恩格尔伯格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巴西公司《股东股

权转让见证书》，南瑞集团所持有的巴西公司 99%的股权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

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持有巴西公司 99%股权，合法拥

有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11）印尼公司 90%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根据发改委核发的《项目备案通知书》（发改办外资

备[2017]508 号）、江苏省商务厅核发的《企业境外投资证书》（3200201700584

号）及 Schinder Law Firm 出具的《Legal Memo Legal Aspect concerning 

transfer of shares（法律事宜的备忘——股权转让）》，南瑞集团所持有的印尼公

司 90%的股权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

瑞持有印尼公司 90%股权，合法拥有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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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北京南瑞 100%股权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准并根据企业工

商查询信息，南瑞集团所持有的北京南瑞 100%的股权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

相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成。国电南瑞已成为北京南瑞的唯一股东，合法拥有

股东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13）南瑞集团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国电南瑞已接收南瑞集团持有的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

债。2017 年 12 月 22 日，国电南瑞和南瑞集团签署了《国电南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南瑞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交割协议》，确认截至《国电南瑞与南瑞集团资

产交割协议》（以下简称“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国电南瑞已与南瑞集团完成

了南瑞集团主要经营性资产及负债的资产交割工作。相关资产交割情况如下： 

①南瑞集团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土地使用权 1 项、房屋所有权 1 项，截至

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均已经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 

②南瑞集团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授权专利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共计 379 项，

截至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均已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1 项授权专利因期限届满

失效，无需办理权利人变更手续。 

③南瑞集团本次纳入重组范围的车辆共计 103 辆涉及产权过户，截至《国

电南瑞与南瑞集团资产交割协议》签署之日，其中 85 辆已经完成在车辆管理部

门的变更登记过户手续，变更登记至国电南瑞名下；16 辆因行驶公里过长，使

用成本过高，为保障车辆行驶安全，已处置，2 辆车无法办理过户，南瑞集团已

按照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根据本次评估作价结果向国电南瑞支付了等值现金

896,626.00 元。 

④南瑞集团已将将本次纳入重组范围的全部资产交付给国电南瑞，其中，不

涉及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资产，自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起由国电南瑞所有。 

⑤对于截止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南瑞集团纳入重组范围的债权，南瑞集团已

通知债务人将相关负债向国电南瑞偿还。若债务人按照原协议之约定继续向南瑞

集团偿还相关债务，南瑞集团自收到相关款项 5 日内向国电南瑞支付等额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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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对于截止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南瑞集团纳入重组范围的债务，南瑞集团已

向全部应付款债权人发出了债务转移通知，目前尚未收到债权人不同意本次债务

转移的情形，就相关负债若因债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而无法进入国电南瑞的情

形，该债务将由南瑞集团按照原协议之约定继续对债权人履行，南瑞集团向债权

人履行支付义务后 5 日内向国电南瑞主张权利，国电南瑞在接到南瑞集团书面通

知之日起 5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南瑞集团予以偿还。 

综上，截至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南瑞集团已将本次纳入重组范围的全部资

产过户或交付给国电南瑞。 

（14）江宁基地及浦口房产土地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国电南瑞已接收国网电科院持有的江宁基地及浦口房

产土地。2017 年 12 月 22 日，国电南瑞和国网电科院签署了《国电南瑞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与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之资产交割协议》（以下简称“资产

交割协议”），确认截至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国电南瑞已与国网电科院完成了江

宁基地及浦口房产土地的资产交割工作。相关资产交割情况如下： 

①国网电科院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土地使用权 2 项、房屋所有权 21 项，截

至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均已经过户至国电南瑞名下。 

②国网电科院已将将本次纳入重组范围的全部资产交付给国电南瑞，其中，

不涉及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资产，自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起由国电南瑞所

有。 

③国网电科院纳入本次重组范围的 21 辆车辆涉及产权过户，截至《国电南

瑞与国网电科院资产交割协议》签署之日，其中 20 辆已经完成在车辆管理部门

的过户手续，变更登记至国电南瑞名下；1 辆因行驶公里过长，使用成本过高，

为保障车辆行驶安全，已经处置。国网电科院已按照重组相关协议的约定根据本

次评估作价结果向国电南瑞支付了等值现金 37,632.00 元。 

④对于截止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国网电科院纳入重组范围的债权，国网电科

院已通知债务人将相关负债向国电南瑞偿还。若债务人按照原协议之约定继续向

国网电科院偿还相关债务，国网电科院自收到相关款项 5 日内向国电南瑞支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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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现金。 

⑤对于截止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国网电科院纳入重组范围的债务，国网电科

院已向全部应付款债权人发出了债务转移通知，目前尚未收到债权人不同意本次

债务转移的情形，就相关负债若因债权人明确表示不同意而无法进入国电南瑞的

情形，该债务将由国网电科院按照原协议之约定继续对债权人履行，国网电科院

向债权人履行支付义务后 5 日内向国电南瑞主张权利，国电南瑞在接到国网电科

院书面通知之日起 5 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国网电科院予以偿还。 

综上，截至资产交割协议签署日，国网电科院已将本次纳入重组范围的全部

资产过户或交付给国电南瑞。 

2、过渡期的相关安排 

根据国电南瑞与南瑞集团签署的《国电南瑞与南瑞集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国电南瑞与南瑞集团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国电南瑞与南瑞集团资产交割协议》以及国电南瑞与国网

电科院签署的《国电南瑞与国网电科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

《国电南瑞与国网电科院资产交割协议》，标的资产中采用收益法评估定价的部

分，在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盈利及其他净资产增加由国电南瑞享有；如发生亏损

及其他净资产减少的，则南瑞集团、国网电科院以现金方式补足。本次交易标的

资产的价格不因此而做任何调整。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国电南瑞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立信会

计师已经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以 2017 年 11 月 30 日作为本次交易交割审计的基

准日，对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2016 年 12 月 31 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

的损益情况进行了交割审计确认，采用收益法评估作价的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均

未出现亏损及其他净资产减少的情形。 

3、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7 年 12 月 22 日，立信会计师对国电南瑞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注

册资本以及实收资本进行了审验，出具了《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7】第

ZG12314 号）。经立信会计师审验，截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国电南瑞已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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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瑞集团、国网电科院、沈国荣、云南能投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1,773,017,216.00 元，国电南瑞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201,970,567.00 元。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2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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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登记托管手续。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情况 

2018 年 4 月 3 日，在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后，上市公司及联席主承销商向

获配发行对象发送了《缴款通知书》和《股份认购协议》。 

2018 年 4 月 4 日，上海重阳战略投资有限公司等 7 名发行对象与上市公司

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随后陆续缴纳了股票认购款。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认购资金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18 年 4 月 9 日出具了《验

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B22787 号），确认截至 2018 年 4 月 8 日，中信

证券实际收到特定发行对象有效认购款项 6,103,279,992.42 元。 

2018 年 4 月 9 日，中信证券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发行相关费用后的余额划

转至上市公司指定的验资专户内，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B22786 号）验证：截至 2018 年 4 月 9

日，国电南瑞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6,103,279,992.42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 83,239,359.91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6,020,040,632.51 元。 

上市公司已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在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本次发行新增的

381,693,558 股股份办理完成了登记托管手续，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

新增股份完成登记，并正式列入上市公司的股东名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

为有限售条件股份。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与上

市公司已经完成标的资产的交付与过户，标的资产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审

计机构已就本次工商变更进行了验资。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发行

过程、缴款和验资合规，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新增股份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和上交所上市。上市公司已就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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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相关协议履行情况 

上市公司与国网电科院签署的《国电南瑞与国网电科院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市公司与南瑞集团签署的《国电南瑞与南瑞集团之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市公司与南瑞集团签署的《国电南瑞与南

瑞集团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市公司与沈国荣

签署的《国电南瑞与沈国荣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上市公司

与云南能投签署的《国电南瑞与云南能投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

议，以及上市公司各交易对方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均已生

效；上市公司与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均已生效。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各方已经或正在按照协议约定履行上述协议，未

出现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相关承诺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中，交易相关方作出的承诺包括： 

上市公司出具了《关于提供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上市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具了《关于信息披露和申请文件

真实、准确、完整的承诺》； 

国网电科院出具了《关于以资产认购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承诺函》、《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关于资产权属状

况的承诺》、《关于普瑞特高压租赁房产瑕疵问题的承诺函》； 

南瑞集团出具了《关于以资产认购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函》、《关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

承诺函》、《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关于资产权属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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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承诺》、《关于普瑞工程租赁房产瑕疵问题的承诺》； 

沈国荣出具了《关于以资产认购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关于资产权属状况的承诺》。 

云南能投出具了《关于以资产认购股份限售期的承诺》、《关于提供信息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关于资产权属状况的承诺》。 

上述承诺的主要内容已在《重组报告书》中披露。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日，交易相关各方均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

诺的情形。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8]第 ZG10185

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以收益法评估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盈利预测承诺实

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度 

南瑞集团 国网电科院 沈国荣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实际数 
206,260.58 8,894.99 14,679.1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预测数 
196,942.11 8,684.72 14,399.36 

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的利润预测数

的差异数 
9,318.47  210.27  279.82  

盈利预测实现率 104.73% 102.42% 101.94% 

由上表可知，以收益法评估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实际盈利数均超过了盈利

预测数。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以收益法评估的标的资产 2017 年度业绩承诺已

实现，未出现因注入资产实际净利润达不到承诺净利润而需要对上市公司进行补

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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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 

（一）总体经营情况 

2017 年，面对我国经济“新常态”和行业发展变化，国电南瑞积极落实国

企国资改革相关精神，切实履行社会承诺，圆满完成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控股股东南瑞集团、国网电科院等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

组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工作，企业实现了跨越发展，为公司未来发展开启了新征

程、新篇章。2017 年，国电南瑞全面贯彻落实股东大会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年

度经营目标和工作任务，务实创新、锐意进取，企业继续保持稳健快速发展的良

好态势。 

2017 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1.98 亿元，完成年度计划的 193.58%，上

年同期追溯调整后同比减少 14.3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2.41

亿元，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同比增长 2.51%，每股收益 0.79 元。 

（二）上市公司 2017 年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 

单位：元 

主要财务数据与指标 
2017 年/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本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 24,197,908,118.35 28,248,377,857.25 -1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240,522,727.39 3,161,150,209.22 2.5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147,948,433.55 1,316,108,300.69 -12.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300,822,668.23 4,263,094,254.22 -22.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79 0.78 2.5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79 0.78 2.51 

总资产 45,977,837,335.23 43,505,397,003.33 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379,694,591.05 18,528,664,554.88 4.59 

注：2016 年财务数据为调整后数据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主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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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经营状况符合预期，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 

五、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国证监会等

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开展

公司治理工作，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公司各项内部管理制度，建立严格

有效的内部控制和风险控制体系，加强信息披露工作，规范公司运作。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公司“三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程序

召集、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进一步完善公司“三会”运作。公司持

续推进内部控制工作，整合优化了业务流程，起草、修订了相关的体系文件，公

司管理、经营和发展的重要事项和环节在内控体系中得以规范与完善。 

（一）股东及股东大会 

本公司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召开股东大会，确保股东能够依法行使表决权。本

公司关联交易公平、规范，关联交易信息及时、充分披露，控股股东没有利用其

控股地位在商业交易中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本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所

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享有平等的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报告期内，公司

共召开过两次股东大会，均经律师现场见证并对其合法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各

次会议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认真履行诚信义务，行为合法规范，没有利用其特殊的地位

谋取额外的利益。公司关联交易公平合理，公司对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协议的

订立以及履行情况予以及时充分的披露。本公司董事、监事的选举及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的聘任、解聘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及其他公司治理机构依法独立运作。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

务、机构和业务上做到了“五分开”，2017 年度已完成了重大资产重组之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工作，控股股东按照要求履行完毕了同业竞争承诺，有效增强了上市

公司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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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与董事会 

本公司董事严格遵守其公开做出的承诺，忠实、诚信、勤勉地履行职责。本

公司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公司董事会向股东

大会负责，按照法定程序召开定期会议和临时会议，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规定行使职权，注重维护

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充分

发挥专业优势，利用各自的专长在重大事项方面提出科学合理建议，加强了董事

会集体决策的民主性、科学性、正确性，确保了公司的健康发展。 

（四）监事和监事会 

本公司监事会能够本着对股东负责的精神，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规范运作，按照法定程序召开定期会议和临时

会议，对依法运作、财务、募集资金、资产收购、出售以及关联交易、公司董事、

总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维护公司及股东的

合法权益。 

（五）利益相关者 

本公司鼓励员工通过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的直接沟通和交流，反映

员工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涉及员工利益的重大决策的意见。本公司尊重和

维护银行以及其他债权人、客户、员工等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利，以共同推动公

司持续、健康地发展。 

（六）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本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地披露信息。在报告期内及时完成了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第一季度

报告、半年度报告、第三季度报告等定期报告及 75 个事项的临时公告信息披露

工作。 

（七）内幕信息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上述制度加强内幕信息的保密管理，完善内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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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登记备案。 

（八）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已经根椐《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建立并运行了较为

有效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有效、合规的内部控制体系

和公司治理结构，在保证公司正常有序经营、保护资产安全完整、保证会计信息

真实准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六、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际实施方案与已公布的

重组方案无重大差异，本独立财务顾问将继续督促交易相关方按协议及承诺履行

各自责任和义务。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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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夏  默             何  洋             宋永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