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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16            证券简称：三峡水利           公告编号：2020-029 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股份发行

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及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数量：854,704,413股 

发行价格：7.22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已于2020年5月2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全部变更登记至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名下，公司持有标的公司联合能源88.41%股权、

长兴电力100%股权。 

如 无 特 别 说 明 ， 本 公 告 中 所 有 释 义 与 公 司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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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释义一致。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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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情况 

（一）本次交易相关决策过程及批准文件 

1、交易对方已经完成内部决策程序； 

2、 标的公司已召开股东会或者作出股东决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国务院国资委已经批准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已完成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项的反垄

断审查； 

5、国务院国资委已经对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审核备案； 

6、公司已于2019年3月21日至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交易预案暨交易总体方案，于2019年9月19日至23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于2019年10月18日召开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于2019年12月11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同意与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于2019年12月23日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同意原交易对方杨军不再参与本次交易并与上市

公司解除相关协议，已于2019年12月27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继续推进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于2020年3月6日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核意见作出相应调整

后的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 

8、公司已于2020年1月17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不予核准公司向重

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决定》

（证监许可﹝2020﹞36号）； 

9、公司已于2020年5月9日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重庆三峡水利

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813号）。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次交易已履行完毕实施前全部必须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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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 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支付对价及发行股份数量情况如

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现金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

（股） 

1 新禹投资 
联合能源

23.01%股权 
7,997.00 135,571.2376 187,771,797 

2 涪陵能源 
联合能源

18.83%股权 
6,544.00 110,934.3100 153,648,628 

3 嘉兴宝亨 
联合能源

10.00%股权 
3,476.00 58,913.9000 81,598,199 

4 两江集团 
联合能源

9.29%股权 
3,228.00 54,724.3247 75,795,463 

5 长江电力 
联合能源

8.06%股权 
2,799.00 47,444.2103 65,712,202 

6 长兴水利 
联合能源

6.52%股权 
2,265.00 38,398.8027 53,183,937 

7 
渝物兴物

流 

联合能源

3.43%股权 
1,192.00 20,198.8139 27,976,196 

8 东升铝业 
联合能源

3.13%股权 
1,088.00 18,435.0163 25,533,263 

9 宁波培元 
联合能源

2.95%股权 
1,025.00 17,368.3535 24,055,891 

10 西藏源瀚 
联合能源

1.26%股权 
438.00 7,409.9319 10,263,063 

11 淄博正杰 
联合能源

0.60%股权 
210.00 3,550.5824 4,917,704 

12 周泽勇 
联合能源

0.39%股权 
137.00 2,322.0043 3,216,072 

13 
重庆金罗

盘 

联合能源

0.25%股权 
88.00 1,478.8911 2,048,325 

14 刘长美 
联合能源

0.14%股权 
50.00 835.2502 1,156,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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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现金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股份支付数量

（股） 

15 周淋 
联合能源

0.14%股权 
50.00 841.3021 1,165,238 

16 谭明东 
联合能源

0.11%股权 
39.00 649.5349 899,632 

17 鲁争鸣 
联合能源

0.11%股权 
39.00 649.5349 899,632 

18 三盛刀锯 
联合能源

0.10%股权 
35.00 591.7689 819,624 

19 吴正伟 
联合能源

0.03%股权 
11.00 185.7153 257,223 

20 倪守祥 
联合能源

0.03%股权 
11.00 185.7153 257,223 

21 颜中述 
联合能源

0.03%股权 
11.00 185.7153 257,223 

22 三峡电能 
长兴电力 36%

股权 
2,044.00 34,639.8848 47,977,679 

23 两江集团 
长兴电力 34%

股权 
1,930.00 32,715.8912 45,312,868 

24 聚恒能源 
长兴电力 20%

股权 
1,136.00 19,243.9360 26,653,650 

25 
中涪南热

电 

长兴电力 10%

股权 
568.00 9,621.9680 13,326,825 

合计 36,411.00 617,096.5956 854,704,413 

3、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 

（1）定价基准日 

本次购买资产发行普通股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决议公告日。 

（2）发行价格的确定及调整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普通股的价格不得低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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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

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

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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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股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 90% 

前 20 个交易日 9.2207 8.2986 

前 60 个交易日 8.8232 7.9408 

前 120 个交易日 8.2382 7.4144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的协商，为兼顾各方利益，本次购买资产的普

通股发行价格选为 7.42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三峡水利股票

交易均价的 90%。 

2019 年 5 月 17 日，上市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公司《关

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上市公

司总股本 993,005,50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 元（含税），共计派发

现金红利 9,930.06 万元，并已于 2019 年 6 月 18 日实施完毕。因此，本次向交易

对方发行股份的每股价格在前述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后调整为人民币 7.32 元/股。 

上市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同意以方案实施前的上市公司总股本 993,005,502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

红利 0.10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99,300,550.20 元（含税），并已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实施完毕。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由 7.32 元/股调整为 7.22 元/股。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4、发行对象 

本次普通股的发行对象为全部交易对方，包括合计持有联合能源 88.41%股

权的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

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

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及合计持有

长兴电力 100%股权的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5、股份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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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 

长江电力、三峡电能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届满之日及履行完毕本承诺人在《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附生效条件

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的补

偿义务（如需）并实现分期解锁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补偿义务分

期解锁期间及解锁比例如下： 

①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相应 2020 年度全

部标的公司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本

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 40%，并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②自股份上市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相应 2021 年度全部标

的公司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

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 70%，并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③自股份上市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完约定应承担的全部

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

获得的股份的 100%，并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上述股份解锁需(A)自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36 个月届满及(B)其履行完毕上述

补偿义务（如需）并实现分期解锁两项条件同时具备，如时间冲突，以较晚者为

准。 

同时，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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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的，前述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

司股份将在上述限售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对于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在

本次重组之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

转让。 

（2）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以外的交易对方 

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外，其他联合能源的交易对方新禹投资、涪陵能源、

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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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

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以及其他长兴电力交易对方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

涪南热电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12 个月届满

之日及其履行完毕其在《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的补偿义务（如需）并

实现分期解锁之日前（以较晚者为准）不得转让。上述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以

外的交易对方的解锁期间及解锁比例如下： 

①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相应 2020 年度全

部标的公司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不超过其持有的本

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 40%，并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②自股份上市日起二十四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相应 2021 年度全部标

的公司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

次交易获得的股份的 70%，并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③自股份上市日起三十六个月届满且本承诺人已履行完约定应承担的全部

业绩补偿承诺之日（以较晚发生的为准）起可转让累计不超过其持有的本次交易

获得的股份的 100%，并减去已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 

上述股份解锁需(A)自股份上市之日起至 12 个月届满及(B)其履行完毕上述

补偿义务（如需）并实现分期解锁两项条件同时具备，如时间冲突，以较晚者为

准。 

鉴于交易对方渝物兴物流、周淋取得相应标的公司股权时间为 2019年 3月，

其取得时间与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时间间隔已超过 12 个月，其锁定

期安排按照前述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之外交易对方的分期解锁条件实施。 

本次重组结束后，上述全体交易对方基于本次认购而享有的上市公司派送红

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相应限售期的约定。 

若上述交易对方基于本次认购所取得股份的限售期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

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上述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

应调整。上述限售期届满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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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资情况 

2020年5月21日，大华会计师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

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219号）。截至2020年5月21日，本次新增注册资

本已实缴到位。 

（四）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2020年5月21日，联合能源、长兴电力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

已履行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具体如下： 

三峡电能、两江集团、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合计持有的长兴电力100%的

股权过户至三峡水利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长兴电力已取得重庆

市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5月19日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0003527336706）。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长兴电力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新禹投资、涪陵能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

物流、东升铝业、宁波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

美、周淋、谭明东、鲁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合计持有的联

合能源88.41%的股权过户至三峡水利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联合

能源已取得重庆市两江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0年5月21日换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BTD56F）。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联合能源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五）股份登记情况 

2020年5月2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

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交易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应的新增股份登记已办理完

毕。 

（六）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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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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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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经完成，三峡水利已合法持有联合能源、长兴电力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

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本次交易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实质性差异。 

5、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

更。 

6、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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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担保的

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相关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

出现违反该等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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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重组己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中国证监会己核准三峡水利本次重

组；本次重组相关《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业己成就；本次重组己具备

实施的条件。 

2、三峡水利已完成了与本次重组相关的标的资产过户、新增注册资本验资、

向交易对方发行新股的证券登记手续；三峡水利尚需就增加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

修订等相关事宜办理工商等变更登记。 

3、三峡水利己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事项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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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次重组现阶段已实施事项，符合相关协议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法律文件之规定。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本次交易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方式进行支付，交易对象新禹投资、涪陵能

源、嘉兴宝亨、两江集团、长江电力、长兴水利、渝物兴物流、东升铝业、宁波

培元、西藏源瀚、淄博正杰、周泽勇、重庆金罗盘、刘长美、周淋、谭明东、鲁

争鸣、三盛刀锯、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三峡电能、聚恒能源、中涪南热电，

发行股份价格7.22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854,704,413股。 

（二）发行对象情况 

1、新禹投资 

企业名称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黔江区行署街 768 号民警新村宿舍 A 栋 2 楼 1 号 

法定代表人 肖培明 

注册资本 33,600 万元 

成立日期 1997 年 07 月 0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470936264XF 

经营范围 

利用自有资金对生物制药、物流、货物运输、电力、矿

产业、制药业、农业产业化、工业、商贸流通、基础设

施、社会事业及公益事业等领域进行建设、投资及经营

管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涪陵能源 

企业名称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凤大道 19 号品鉴硅谷园 10 幢 

法定代表人 何福俊 



11 

 

注册资本 101,309.44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01 月 1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0598985727 

经营范围 

水电、火电、热电等电源开发销售及送出工程投资建设

管理；区域性直供电网投资建设管理；煤资源、煤化工

等相关产业投资及管理；供水、供热项目投资建设及管

理；铜铝产业及其深加工投资建设运营；石化、燃气产

业投资建设及管理；新能源产业的投资建设管理；与上

述产业相关的工程设计、咨询服务、工程建筑安装；园

林景观设计、施工；物业管理；非许可经营的一般商品

的批发零售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3、嘉兴宝亨 

企业名称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南江路 1856 号基金小镇 2 号楼 106

室-66 

执行事务合伙人 深圳中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56,01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05 月 1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402MA29FM3T7R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两江集团 

企业名称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 19 号 

法定代表人 李谨 

注册资本 1,000,42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06 月 2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556779646F 

经营范围 
对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开发、房地产开发和产业经济进

行投资、建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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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5、长江电力 

企业名称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600900.SH） 

企业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B 座 

法定代表人 雷鸣山 

注册资本 2,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11 月 0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0405L 

经营范围 
电力生产、经营和投资；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水电工程

检修维护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上市公司公司关联方 

6、长兴水利 

企业名称 重庆长兴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秀山县中和街道民学街 52 号 

法定代表人 谭平 

注册资本 124,141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29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4174533948XB 

经营范围 

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和经营管理、城镇

供水及污水处理建设和经营管理、供排水工程设备安装

及设备销售、水务技术咨询服务、水产养殖、矿产资源

开发、房地产开发和水利资源开发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渝物兴物流 

企业名称 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住所 
重庆市沙坪坝区土主镇月台路 18 号口岸贸易服务大厦

B1 单元 5 楼 503-5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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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 重庆现代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15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7 年 04 月 1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6MA5UH7P556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8、东升铝业 

企业名称 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东升路 88 号 

法定代表人 周泽勇 

注册资本 12,146 万元 

成立日期 1999 年 06 月 0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709343916H 

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铝锭、铝铸件，开发、制造铝基新产品；经

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

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9、宁波培元 

企业名称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E0440 

法定代表人 丁学思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08 月 0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06MA282F296C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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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

公众集（融）资等金融业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西藏源瀚 

企业名称 西藏源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拉萨市金珠西路 158 号世通阳光新城 22 幢 2 单元 5 层 1

号 

法定代表人 刘阳 

注册资本 1,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05 月 04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MA6T1A6B5P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墓基金,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发放贷款;不得从事证券类投资、担保业务;不得以公

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衍生产品;不得吸收公众

存款、发放贷款,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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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1、淄博正杰 

企业名称 淄博正杰经贸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桓台县索镇工业街 58 号 

法定代表人 陈建华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4 年 04 月 30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321761885894D 

经营范围 

销售有色金属（不含钨、锡、锑）、钢材、机电产品（不

含汽车）、建材、煤炭；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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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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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泽勇 

姓名 周泽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身份证号码 512323196310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公园路 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金开大道 99 号升伟晶石公元 12 栋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3、重庆金罗盘 

企业名称 重庆金罗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九龙坡区科园三路 1 号 7-7 号 

法定代表人 邹国俊 

注册资本 3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02 月 02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699297054W 

经营范围 
投资咨询（不含金融、证券、期货），市场营销策划，非

金融性投资管理咨询，财务咨询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4、周淋 

姓名 周淋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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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码 511221198106XXXXXX 

住所 重庆市渝北区湖影街 X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湖影街 7 号 2 幢 18-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5、刘长美 

姓名 刘长美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身份证号码 512301196501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天湖小镇 X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涪陵中心医院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6、谭明东 

姓名 谭明东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身份证号码 512301196502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 X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三机关有色花园 1-3-1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7、鲁争鸣 

姓名 鲁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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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身份证号码 510214195801XXXXXX 

住所 重庆市渝中区大同巷 X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聚贤街 25 号金融城 3 号 T1 栋 16 层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8、三盛刀锯 

企业名称 东莞市三盛刀锯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东莞市沙田镇西太隆村泥头组 

法定代表人 夏正坤 

注册资本 1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05 月 2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675199193W 

经营范围 
加工：刀带、刀锯、带锯条、刀具、带钢、刀片及相关

零配件批发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9、倪守祥 

姓名 倪守祥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身份证号码 512301197111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 X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八一路御景江都 B2-15-6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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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吴正伟 

姓名 吴正伟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身份证号码 513426197110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望州路 X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涪陵清溪镇四院二社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1、颜中述 

姓名 颜中述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否 

身份证号码 512222197402XXXXXX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 XXXXXX 

通讯地址 重庆市涪陵区三机关有色花园 1-5-2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2、三峡电能 

企业名称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68 号时代财富中心 27 层 

法定代表人 李绍平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6 年 06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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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20100MA4KMWE684 

经营范围 

配售电系统开发、建设、设计及运营管理；电力销售及

服务；电力技术开发、咨询、转让、服务；承装、承修、

承试电力设备设施；电动车充电服务；分布式新能源综

合利用服务；集供电、供气、供水、供热业务于一体的

综合能源服务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长江电力的控股子公司，为上市公

司公司关联方 

23、聚恒能源 

企业名称 重庆市涪陵区聚恒能源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鹤凤大道 19 号品鉴硅谷园 10 幢 3-1 厂房 

法定代表人 王勇 

注册资本 560 万 

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01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2MA5YNXU890 

经营范围 
水力、火力发电；电力、天然气能源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销售：能源机械设备、化工产品（不含危化品）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4、中涪南热电 

企业名称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住所 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委 1 组 

法定代表人 周泽勇 

注册资本 30,000 万 

成立日期 2015 年 07 月 17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93459364459 

经营范围 
电力的生产、销售；电力设备、机电设备、环境污染防

治设备的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情况 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0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化 

（一）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上市前，截至2020年3月31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表所示：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59,663,402 16.08% 

2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1,000,453 11.18% 

3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98,208,000 9.89% 

4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3,137,793 4.34% 

5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0,530,783 4.08% 

6 中国水务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3.02% 

7 汇天泽投资有限公司 28,100,000 2.83% 

8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00 2.72% 

9 长江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湖北）有限公司 18,703,023 1.88% 

1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三组合 15,435,791 1.55% 

合计 571,779,245 57.57%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截至2020年5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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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25,375,604 12.20% 

2 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87,771,797 10.16% 

3 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53,648,628 8.32% 

4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21,108,331 6.55% 

5 新华水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1,000,453 6.01% 

6 水利部综合开发管理中心 98,208,000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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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81,598,199 4.42% 

8 重庆长兴水利水电有限公司 53,183,937 2.88% 

9 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47,977,679 2.60% 

10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3,137,793 2.33% 

合计 1,123,010,421 60.78% 

（三）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为长江电力，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仍为长江电力，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

委。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854,704,413 46.26% 

无限售条件股份 993,005,502 100.00% 993,005,502 53.74% 

股份总数 993,005,502 100.00% 1,847,709,91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见公司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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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为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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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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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500 

项目经办人员：王都、吴昊、段联、廖君、韩斐冲、刘清云、刘嘉琦、张烃

烃、张翰、张健 

2、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755-23835210 

传真：0755-23835210 

项目经办人员：王楠楠、冯新征、赵欣欣、杨巍巍、张昕、赵贤耀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王卫 

地址：重庆市江北区东升门路 63 号金融城 2 号 T1 栋 7 层 

电话：023-67016999 

传真：023-67001333 

经办律师：王卫、刘天琦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梁春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 16 号院 7 号楼 1101 

电话：010-58350011 

传真：010-58350006 

经办注册会计师：李洪仪、杨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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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建民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 号月坛大厦 A 座 23 层 2306A 室 

电话：010-68081474 

传真：010-68081109 

经办资产评估师：李晶、黄兴向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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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华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0]000219号）； 

3、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

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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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重庆三峡

水利电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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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出具的《北京市中银（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

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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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之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5、《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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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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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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