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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18-60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 

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

公司”）增资，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财务公司 20%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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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与京能集团 、清洁能源、财务公司在过去 12个月内（除

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其他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北京市国资委核准。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进一步拓展公司业务范围，增加新的业绩增长点，经北京京

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电力”或“公司”）第六届十

一次董事会审议，公司与财务公司、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京能集团”）和清洁能源签订《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

协议》。 

本次财务公司的注册资本拟由 30 亿元增至 50 亿元，财务公司股

权结构由增资前的京能集团持有 98%和清洁能源持有 2%调整为京能

集团持有 60%、京能电力持有 20%和清洁能源持有 20%。 

公司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京能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公司与京能集团、清洁能源、财务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



 2 

联交易外），未发生其他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京能集团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姜帆 

注册资本 2,044,340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南大街 2 号甲天银大厦 A 西

9 层 

成立日期 2004年 12 月 08 日 

经营期限 2054年 12 月 07 日 

经营范围 

能源项目投资、开发及经营管理；能源供应、管

理；能源项目信息咨询；房地产开发；投资管理；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企

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京能集团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京能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公司本次向财务公

司增资并持有其 20%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京能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26,305,882.24万元；负债总额为 15,972,736.99 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10,333,145.25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完成6,303,300.29万元；

利润总额 305,576.51 万元，净利润为 174,623.58 万元。                            

（二）清洁能源 

1、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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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海峡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110000101718150E 

注册资本 824450.8144 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延庆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紫光东路 1 号

118 室 

成立日期 1993年 02 月 03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供热服务；投资咨询。（该企业于 2010

年 04 月 29 日由内资企业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

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清洁能源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清洁能源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因此公司本次向财务公司增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清洁能源经审计，总资产为

5,103,787.27 万元；负债总额为 3,192,386.94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911,400.32 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完成 1,452,084.89 万元；利

润总额 247,908.85万元，净利润为 197,018.09万元。                            

                                      

三、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刘嘉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117662892G 

注册资本 300,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 16 号 CBD 国际大厦 23 层

0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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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1992年 9月 23 日 

经营期限 2026年 3月 6日 

经营范围 

经营以下本外币业务：（一）对成员单位办理财

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

务；（二）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三）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四）对成员单

位提供担保；（五）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委托投资；（六）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七）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帐结

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八）吸收成

员单位的存款；（九）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

资租赁；（十）从事同业拆借；（十一）承销成

员单位的企业债券；（十二）有价证券投资，投

资范围限于政府债券、央行票据、金融债券、成

员单位企业债券；保险兼业代理业务。（企业依

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指标 

财务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8月 31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7,978,241,291.53 21,704,971,143.97 

负债      14,404,391,259.31 17,908,078,546.94 

所有者权益       3,573,850,032.22 3,796,892,597.03 

项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453,501,655.24 701,890,056.22 

利润总额     433,433,795.72 474,057,530.46 

净利润     321,273,660.40 355,000,7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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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财务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财务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京能集团 294,000.00 货币 98 

清洁能源 6,000.00 货币 2 

合计 300,000.00 —— 100 

本次增资后，财务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持股比例（%） 

京能集团 300,000.00 货币 60 

清洁能源 100,000.00 货币 20 

公司 100,000.00 货币 20 

合计 500,000.00 —— 100 

 

四、本次增资方案 

1、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京能集团财务有限

公司拟增资所涉及的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第 1800 号），以 2018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财务公司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382,474.95万元（最终评估值尚需北京市国资委核准批复），增值率

为 7.02%。 

2、财务公司新增注册资本划分为老份额和新份额，其中： 

老份额为 6,122.44898 万份新增注册资本、每份新增注册资本的

价格为 1.00元； 

新份额为 193,877.55102 万份新增注册资本，最终认购价格将以

上述最终评估值为依据，并考虑新增注册资本中老份额部分对该等评

估值的摊薄影响而确定，即：新份额的每份注册资本的认购价格=（经

北京市国资委核准的财务公司评估净资产值+本次新增老份额）/(财

务公司目前注册资本+本次新增老份额),预计每份新增注册资本的价

格为 1.2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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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京能电力增资方案 

按照上述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进行计算，本次向财务公司增资

20%股权对应增资价款为 12.70 亿元（其中 10 亿元为新增注册资本，

2.70亿元为新增资本公积）。 

4、本次增资后，京能集团、清洁能源、公司认缴财务公司注册

资本分别为 30 亿元、10 亿元和 10 亿元，持股比例分别为 60%、20%

和 20%。 

5、财务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发生过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等事项。 

 

五、本次增资方式 

1、协议主体 

京能集团、清洁能源、财务公司及公司 

2、收购方式 

拟采用自有资金收购方式，由公司向财务公司支付现金收购。 

3、支付期限 

在本协议生效后【10】工作日内，京能集团、清洁能源及公司应

向财务公司一次性足额缴纳其各自须增加投入的全部资金。 

4、过渡期安排 

在过渡期内，财务公司产生的损益将由原股东方与新股东按其于

本次增资完成后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与分担。尽管有前述约定，不论

何种原因，若财务公司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之前（含当日）未收到股

东各方依本协议须增加投入的全部资金，则财务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均含当日）期间产生的未分配利润或发

生的亏损（以公司 2018 年度决算审计数据为准），仍由原股东方按其

于本次增资前的持股比例共同享有或分担。 

5、本事项尚需履行外部审批程序 

本次向财务公司增资事项需履行以下外部审批程序后方可实施： 

（1）本次增资所涉及的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尚需经北京市国资

委核准批复； 

（2）本次增资尚需经银保监会北京监管局的核准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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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并

将增强财务公司的资本实力，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和融资风险。同时，公司作为财务公司的股东，

享有其 20%的经营利润，从而间接降低了公司的财务费用及资金成本，

为公司长远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和畅通的融资渠道。 

 

七、本次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表决情况及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情况  

本公司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增资议案，关联董事

张平、陈五会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表决结果：7 票同

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孙志鸿、陆超、林华事先认可，

同意该议案提交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审议。独立董事孙志鸿、陆超、

林华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向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事项，有利于拓展公司

业务范围、提高利润增长点，有利于优化公司财务管理、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以及资金成本。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交

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关于公司向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

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张平、陈五会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实施。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出具了书面确认意见，认为公

司在审议《公司向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议案》的决策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原则公

允，协议条款公平、合理，同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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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上网公告附件及备查附件 

1、公司第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5、《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拟增资所涉及的京能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8﹞

第 1800 号）；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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