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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8        证券简称:京能电力      公告编号:2020-29 

证券代码:155058        证券简称:18京能 01 

证券代码:155452        证券简称:19京电 01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

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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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国际电气”）持有的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兴海公司”或“标的公司”）100%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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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国际电气在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

生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公司与京能集团在过去 12个月内（除

日常关联交易外），经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收购京能

集团持有的北京京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

11,225.51 万元；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 51,963.38 万元。经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江西

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 15,953.37万元；

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南京能滑州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 24,098.37 万元；审议通过收

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京海煤矸石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51%股权，收购价格为 40,833.03 万元。 

 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尚需京能集团核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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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能电力”或“公司”）

为减少关联交易，实现业务协同管理，促进上市公司做大做强，拟以

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国际电气持有的兴海公司 100%股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国

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国际电气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昝荣师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青云店镇康顺南路 1号院 483 室 

成立日期 1998年 05 月 08 日 

经营期限 2028年 05 月 07 日 

经营范围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电站、热力

设备检修、维护；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电站投

资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销售机械电器设备、

针纺织品、百货、五金交电（不含电动自行车）、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

品）、建筑材料、钢材、医疗器械Ⅰ类、Ⅱ类、

橡胶制品、润滑油、润滑脂；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承担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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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备招标业务；建设工程招标代理。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国际电气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京能集团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际电气为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

收购国际电气持有的兴海公司 100%股权构成了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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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与国际电气在过去 12 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未发生

与本次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公司与京能集团在过去 12 个月内（除

日常关联交易外），经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收购京能

集团持有的北京京能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

11,225.51 万元；审议通过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内蒙古京宁热电有限

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 51,963.38 万元。经第六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江西

宜春京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 15,953.37万元；

审议通过收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南京能滑州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收购价格为 24,098.37 万元；审议通过收

购北京京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京海煤矸石发电有限责

任公司 51%股权，收购价格为 40,833.03 万元。 

3、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19 年 9月 30日 

（未经审计）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总资产 157,863.59 146,928.44 

总负债 52,375.87 42,889.09 

净资产 105,487.72 104,03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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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9,344.92 99,618.13 

净利润 6,778.09 8,371.72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兴海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4 月 26日，为国际电气全资子公司，注

册资本 1000 万元。兴海公司经营范围：输煤服务；脱硫服务；除灰

服务；制水服务；水处理服务；启动锅炉服务；燃油服务；脱硝服务；

制氢服务；间接空冷服务；化验服务；防磨防爆、继电保护服务；劳

务派遣服务；房屋租赁；住宿服务。 

2、标的公司审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兴海公司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及 2019 年 8 月 31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后出具

的《审计报告》（天职业字〔2019〕35565 号），兴海公司评估基准日

及 2018 年度经审计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9 年 8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4,973.94 4,298.44 

总负债 1,775.95 1,405,59 

净资产 3,197.99 2,892.85 

营业收入 5,959.47 9,144.88 

净利润 305.14 335.17 

 

四、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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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结果概述 

根据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北京国际电气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

020194 号），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8 月 31 日，选用资产基础法

为评估结论，净资产（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3,656.06 万元，

增值 458.07万元，增值率为 14.32%。 

本次股权收购所涉及的标的资产评估值以京能集团评估核准备

案为准。 

2、标的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未发生过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等事项。 

五、股权转让收购和方式 

本次股权转让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方式如下： 

1、收购价格 

本次交易的标的股权交易价格以《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020194 号）所确

认的评估值为基础，以京能集团核准备案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 

2、收购方式 

以协议转让方式,采取由京能电力向国际电气支付现金收购方式。 

 

六、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强化公司平台基建管理、检修业务协同管理职能，

同时减少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完成本次交易后，兴海公司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公司的治理水平，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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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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北京

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任启贵、孙永兴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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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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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明事先认可，

同意该议案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独立董事孙志鸿、

陆超、崔洪明发表独立董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本次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兴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事项是为

了强化公司平台基建管理、检修业务协同管理职能，同时减少关联交

易，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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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兴海电

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任启

贵、孙永兴回避表决，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同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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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意见，认为公

司审议《关于收购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内蒙古兴海

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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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

同意实施。 

 

八、上网公告附件及备查附件 

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7 

2.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 

3. 公司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4.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第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有关议案的

书面审核意见； 

5. 《北京国际电气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股权涉及内蒙古兴

海电力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摘要》（国融兴华评报字〔2019〕020194 号）。 

 

特此公告。 

 

北京京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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