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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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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贷款对象：公司的子公司江苏核电有限公司、秦山核电有限公司、
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金额：不超过 1,300,000 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不超过三年。
 贷款利率：不低于公司发债成本，并参考银行同期 LPR 利率和子公司当
前融资成本确定。

一、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本公司拟以可续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00 亿元及自有资金向子公司提供总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30 亿元的委托贷款，用于子公司偿还外部债务和补充流动资
金。期限不超过三年，委托贷款利率不低于公司发债成本，并参考银行同期 LPR
利率和子公司当前融资成本确定。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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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序
号

借款方

委贷额度

1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300,000

2

秦山核电有限公司

233,000

3

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

20,000

4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100,000

5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338,000

6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80,000

7

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

133,000

8

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

96,000

合计

1,300,000

本次提供委托贷款额度的对象全部为本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涉及关联
交易。
二、委托贷款对象基本情况
1.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445,814 万元
注 册 地：连云港市连云区海棠中路 28 号
法定代表人：刘兆华
经营范围：核力发电、电力销售；核电厂址开发、核电站建设、营运管理；
核电站建设、运行和维修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口
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核电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咨询；清洁能源项
目投资、开发及运营管理；输配电项目投资；环境检测服务；核电管理、建设和
生产人员知识与技能培训；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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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0%
股权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031,453.66 万元、负债总
额 6,142,302.39 万元、资产净额 1,889,151.27 万元、营业收入 1,106,357.86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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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211,951.16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 秦山核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1,338 万元
注 册 地：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新桥南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吴岗
经营范围：核能发电;核电站设备设施有关的机械、电气、仪表维修及校验、
技术改造、调试服务；机械配件加工服务；应急广播和通讯的安装、调试、维修
服务；环境应急技术服务；核电技术和技能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货物进
出口和技术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附设
分支机构（经营范围另核）。（上述经营范围不含需前置审批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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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秦山核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72%
股权。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737,924.54 万元、负债总
额 1,946,053.95 万元、资产净额 791,870.59 万元、营业收入 659,107.11 万元、净
利润 187,352.21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3. 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37,996 万元
注 册 地：浙江省海盐县武原镇核电新村
法定代表人：吴岗
经营范围：投资兴建并营运和管理秦山二期核电厂;承担六十万千瓦压水堆
核电站的标准化和推广业务,培训咨询、资产租赁和对外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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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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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1,818,955.74 万元、负债总
额 902,854.84 万元、资产净额 916,100.90 万元、营业收入 703,570.87 万元、净利
润 193,073.6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4. 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36,153 万元
注 册 地：福清市三山镇
法定代表人：徐利根
经营范围：根据国家审批，开发建设运营福清核电站工程；生产、销售电力
电量及相关产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职业技能培训；核电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开发
和提供核电建设、营运管理等相关的技术服务；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对其他企
业进行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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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福建福清核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股权。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7,924,809.39 万元、负债总
额 6,017,696.65 万元、资产净额 1,907,112.73 万元、营业收入 907,695.13 万元、
净利润 204,900.64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5. 三门核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60,697 万元
注 册 地：浙江省三门县健跳镇三门核电厂区
法定代表人：缪亚民
经营范围：根据国家审批，开发建设三门核电站；核力发电、生产、销售电
力电量及相关产品（凭许可证经营）；开发和提供核电相关的技术服务；核电技
术和技能培训、技术咨询和技术转让；项目管理咨询；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术进
出口；房屋租赁；检测服务；仓储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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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三门核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6,293,557.58 万元、负债总
额 5,180,117.22 万元、资产净额 1,113,440.36 万元、营业收入 364,399.60 万元、
净利润-87,401.42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6. 海南核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6,364 万元
注 册 地：海南省海口市滨贸路 1 号信恒大厦 19-28 楼
法定代表人：魏国良
经营范围：核电站的建设、运营和管理；生产、销售电力及相关产品；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新能源的开发；后勤服务、资产租赁、核电技能培训、餐饮服
务、酒店服务。
与本公司的关系：海南核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
股权。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380,239.53 万元、负债总
额 1,925,430.36 万元、资产净额 454,809.17 万元、营业收入 345,719.19 万元、净
利润 30,254.22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7. 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4,565 万元
注 册 地：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龙山街道办事处开河二路 378 号
法定代表人：许钧才
经营范围：核电项目前期开发；核电运行安全技术研究及相关技术服务与咨
询业务；核电项目配套设施的投资与运行管理；电力销售及输配电项目的投资与
管理；风电、光电、抽水蓄能清洁能源项目投资开发与运行管理。（依法须经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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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的关系：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827,165.12 万元、负债总额
640,407.75 万元、资产净额 186,757.37 万元、营业收入 28,647.33 万元、净利润
11,407.90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8. 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2,570 万元
注 册 地：湖南省益阳市长益路 36 号
法定代表人：黄潜
经营范围：核电站的建设、运营和管理；风力发电、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
建设、运营和管理；地热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生产、销售电力电量及相关产品；
核电、风电、光伏发电以及地热资源相关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与
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会议会务组织；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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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本公司的关系：湖南桃花江核电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16%股权。
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525,547.92 万元、负债总额
410,625.22 万元、资产净额 114,922.70 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三、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利用发债资金及自有资金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用于偿还外部债务、
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融资成本，优化债务结构，提升
中国核电整体经济效益。本次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对公司生产经营无重大影
响。
本次委托贷款对象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能够在委托
贷款有效期内对其还款风险进行合理控制。同时公司会及时督促其按协议要求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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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贷款本息，因此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四、上市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金额及逾期金额
截至 2020 年 5 月 31 日，本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累计余额为 420,990.23
万元，本公司无逾期委托贷款情况。

特此公告。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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