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1-011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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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重庆三峡水

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对

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形成上市公司对相关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公司日常业务开展和实际经营发展需要，公司 2021年度与关联方在购

售电、工程业务、电力检修、运维和煤炭供应方面将发生持续性的日常关联交易。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1 年 3月 34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在

董事会审议该议案前对议案内容进行了审查，一致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

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

划是基于公司 2021 年度正常生产经营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合理预计，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

独立性，交易定价公平、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的规定。我们一致同意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

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基于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需要和客观实际情况而进行的合理预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

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

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届时与会关联董事应回避

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届时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序

号 
关联人 

交易事

项 

2020 年度

预计金额 

2020 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 

实际发生金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关联人销售货

物、提供检修、运

维服务，提供工程

业务 

1 

重庆涪陵能

源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售电 27,210.00 27,900.87  —— 

2 

重庆中涪南

热电有限公

司 

销售煤

炭 
23,222.79 16,400.33  

受市场影响，业务

量未达预期。 

3 

中国长江电

力股份有限

公司 

检修、

运维 
3,000.00 669.72  

受进度影响，业务

量未达预期。 

4 
重庆南涪铝

业有限公司 
售电 865.63 701.27  —— 

5 

重庆财衡大

祥纺织有限

公司 

售电 450.00 374.68  —— 

6 

重庆龙冉能

源科技有限

公司 

售电 1,010.00 110.22  —— 

7 
重庆国丰实

业有限公司 
售电 29,596.00 26,990.74  

因非计划停产检

修，导致业务量不

及预期。 

8 

花垣县供电

有限责任公

司 

售电 24,258.00 19,804.66  

因疫情和对方网

内来水偏丰，业务

量未达预期。 



 

9 

重庆两江新

区龙兴工业

园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4,347.63 1,483.29  

以前年度已结算

部分资金，项目已

完成。 

10 

重庆两江新

区公共租赁

房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487.95 58.95  —— 

11 

重庆两江新

区水土高新

技术产业园

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679.10 591.06  —— 

12 

重庆两江新

区新源置业

发展有限公

司 

提供工

程业务 
1,416.49 682.26  —— 

13 

重庆两江新

区置业发展

有限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6,183.98 3,402.64  

以前年度已结算

部分资金，项目已

完成。 

  小计   122,727.57 99,170.69   

向关联人购买货物 

1 

重庆中涪南

热电有限公

司 

购电 76,100.16 60,403.02  
受市场影响，业务

量未达预期。 

2 

重庆涪陵能

源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购电 11,556.50 8,222.12  
机组检修，业务量

未达预期。 

3 

重庆青烟洞

发电有限公

司 

购电 3,623.72 3,749.77  —— 

  小计   91,280.38 72,374.91   

合计   214,007.95 171,545.60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序号 关联人 

交易 

事项 

2021年度 

预计金额 

2020年度

实际发生金

额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人销售

货物、提

供检修、

1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检修、运

维 
5,600.00 669.72 

2020 年 业

务进度未达

预期，2021

年预计业务



 

运维服

务、提供

工程业

务 

增加。 

2 
重庆市中涪南热

电有限公司 
供煤 52,000.00 16,400.33 

2020 业 务

运行 8 个

月，业务量

未达预期，

2021 年 预

计业务量增

加。 

3 
花垣县供电有限

责任公司 
售电 30,976.00 19,804.66 

2020 年 业

务量未达预

期，2021年

预计业务量

增加。 

4 
重庆涪陵能源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售电 29,750.00 27,900.87 

2021 年 预

计业务量略

有增加。 

5 
重庆南涪铝业有

限公司 
售电 1,602.90 701.27 —— 

6 
重庆财衡大祥纺

织有限公司 
售电 1,010.00 374.68 —— 

7 
重庆龙冉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售电 7,460.00 110.22 

2020 年 下

半年投运，

2021 年 预

计业务量增

加。 

8 
重庆国丰实业有

限公司 
售电 47,874.00 26,990.74 

非 计 划 检

修，2020年

业务量未达

预期，2021

年预计业务

量增加。 

9 

重庆两江新区水

土高新技术产业

园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1,974.89 591.06 

2021 年 预

计业务量增

加。 

10 

重庆两江新区水

土高新技术产业

园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运维  500.00 —— 

2021 年 预

计新拓展业

务。 

11 

重庆两江新区龙

兴工业园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4,564.61 1,483.29 

2021 年 预

计业务量增

加。 

12 
三峡电能有限公

司 

提供工

程业务 
3,033.98 —— 

2021 年 预

计新拓展业

务。 

13 
三峡电能（湖北）

有限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2,800.00 —— 

2021 年 预

计新拓展业

务。 

14 
重庆两江新区鱼

复工业园建设投

提供工

程业务 
915.69 —— 

2021年预

计新拓展业



 

资有限公司 务。 

15 
重庆两江新区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1,580.13 3,402.64 

2021 年 无

新增拓展业

务。 

16 

重庆两江新区新

源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1,156.74 682.26 —— 

17 

重庆两江新区新

安晶实业有限公

司 

提供工

程业务 
300.00 —— 

2021年预

计新拓展业

务。 

18 

重庆两江新区新

太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300.00 —— 

2021年预

计新拓展业

务。 

19 

重庆两江协同创

新区建设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提供工

程业务 
400.00 —— 

2021年预

计新拓展业

务。 

小计     193,798.94 99,111.74   

向关联

人购买

货物，接

受关联

人运维

服务、接

收关联

人提供

工程业

务 

1 
重庆中涪南热电

有限公司 
购电 82,060.00 60,403.02 

2020 年 业

务进度未达

预期，2021

年预计业务

增加。 

2 
重庆涪陵能源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购电 15,332.00 8,222.12 

2020 年 业

务进度未达

预期，2021

年预计业务

增加。 

3 
重庆青烟洞发电

有限公司 
购电 4,080.00 3,749.77 —— 

4 

重庆市翰俞建筑

园林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运维 390.00 —— —— 

小计     101,862.00 72,374.91  

  合计     295,660.94 171,486.65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法定代表人：雷鸣山 

注册资本：2,200,000.00 万元 

主要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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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号 B 座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19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29,648,288.10 

净资产 15,001,596.65 

主营业务收入 4,987,408.69 

净利润 2,156,744.71 

2. 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过去 12 个月内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涪南

热电”）及其一致行动人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6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截至 2020 年 12

月 10 日，中涪南热电已与其一致行动人解除了一致行动关系，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东；同时，公司股东周泽勇、与颜中述也不再担任中涪南热电任何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职务。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关联

关系的认定情形规定，中涪南热电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起不再是公司的关联法

人。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关于股东解

除一致行动关系的提示性公告》临 2020-084 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蒋卫民 

注册资本：30,000.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三峡长涪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国丰

实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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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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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石灰和石膏制造，石灰和石膏销售，热力生产和

供应（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南川区水江镇大龙居委 1 组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19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157,453.03 

净资产 27,474.05 

主营业务收入 9,330.33 

净利润 -2,525.95 

3、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是控股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的一致行动人新华水力发电有限公司之控股企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梁大银 

注册资本：4,411 万元 

主要股东：湖南新华供电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供电；电力销售；内外线路安装；电器维修；变压器、电器材料、

五金交电销售。 

住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花垣镇赶秋北路 29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19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79,907.30 

净资产 13,125.67 

主营业务收入 39,614.94 

净利润 -742.78 

4、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福俊 

注册资本：101,309.44 万元 

主要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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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凤大道 19 号品鉴硅谷园 10幢。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286,772 

净资产 184,674 

主营业务收入 33,576 

净利润 13,342 

5、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重庆天彩铝业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郭北中 

注册资本：4,5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天彩铝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主营业务范围：生产、销售：铝材、铝合金材；销售：金属材料、

纺织品、纺织原料；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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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龙桥工业园区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21,805 

净资产 7,034 

主营业务收入 28,651 

净利润 971 

6、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远福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财衡巨纺织有限公司、重

庆市华汇纺织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一般项目：生产、销售：纺织品、纺织原料；货物进出口；生

产、销售：服装、鞋、帽；机械配件及纺织设备销售、租赁、维修；纺织技术咨

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龙桥街道增银大道 33号 2车间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26,539 

净资产 7,021 

主营业务收入 4,745 

净利润 -2,424 

7、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卫华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页岩气产业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观

志一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液化天然气生产技术研发；天然气应用技术研发。（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兴政路白涛化工园区管委会二楼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27,691 

净资产 9,584 

主营业务收入 - 

净利润 -35 

8、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颜中述担任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董事，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

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福强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重庆盛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天彩铝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铝液、铝锭；研发、生产、销售：铝制品、新型装

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铝结构件；火力、水力发电；销售：金属材料（不

含稀有贵金属）、氧化铝、碳素制品、石油焦、五金交电；道路货运（须经审批

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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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 重庆市涪陵区清溪镇四院二社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106,501 

净资产 78,340 

主营业务收入 65,327 

净利润 578 

9、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

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谨 

注册资本：21,679.94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北培区财务局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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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



 

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

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从事投资业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房屋租赁、销售；

物业管理。[经营范围中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行政法规

规定需经批准的项目，应当依法经过批准后方可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水土街道云汉大道 117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0、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鸿 

注册资本：21,443.89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凭资质执业）；开发建设投资。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 19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1、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三峡电能有限公司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中

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绍平 

注册资本：100,000.00 万元 

主要股东：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三峡资本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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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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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 468号时代财富中心 27层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19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130,135,25 

净资产 128,055.04 

主营业务收入 11,382.84 

净利润 4,681.27 

12、三峡电能（湖北）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三峡电能（湖北）有限公司系三峡电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三

峡电能有限公司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谢俊 

注册资本：20,000.00 万元 

主要股东：三峡电能有限公司、宜昌高新区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配售电系统投资建设、设计及运营管理；能源项目投资建设、运

营、并购以及能源的销售、综合利用（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从事吸收公

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得向社会公众销售理财类产品）；电力销售及

服务；电力技术开发、咨询、转让与服务；承装（修、试）电力设备设施；电动

车充电服务；分布式新能源上网服务；其他相关电力技术服务；集供电、供热、

供气、供水业务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

可后方可经营） 

住所：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发展大道 55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3、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峻 

注册资本：20,203.03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宏融资本运营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利用企业自有资金对外进行投资；自有房屋租赁；房

地产开发（凭资质证执业）。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国家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永和路 39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4、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剑 

注册资本：66,5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执业）；房屋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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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 19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5、重庆两江新区新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新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阳志君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

活动）；房屋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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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云禾路 74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6、重庆两江新区新安晶实业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新安晶实业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新利富实业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新利富实业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勤欣 

注册资本：2,0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新利富实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普通机械设备租

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货运代理(不含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国际船舶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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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两江大道 618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7、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阳志君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

活动）；房屋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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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云禾路 74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8、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四）

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飞 

注册资本： 200,000.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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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个人理财服务，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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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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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两江大道 618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9、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蒋刚 

注册资本：45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水力发电；水利工程施工；水力水电设备安装、维修；电站运行

管理（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金属结构制作、安装；技

术咨询服务；销售：百货、五金、电工器材、照明电器、水暖管道零件、日用杂

品（不含烟花爆竹）。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青羊镇八一桥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15,181 

净资产 9,675 

主营业务收入 4,327 

净利润 861 

20、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仲 

注册资本：5,125.95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

险货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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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

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

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隧道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质证书执

业）；园林花卉生产、销售；园林绿化；园林养护；景观工程咨询、设计、施工

（凭资质证书执业）；土地整治(凭资质证书执业)；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

化学品和木材）、机械设备及器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电力设施材料、通讯

器材、消防器材、电线、电缆；物业管理（一级资质除外）；广告设计、制作、

代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江东群沱子 7组 638 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33,218 

净资产 486 

主营业务收入 5,633 

净利润 -490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https://www.tianyancha.com/human/1979054801-c778589532
https://www.qcc.com/firm/51NSDLA.shtml


 

2021 年，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计划总额

5,600万元。其中： 

公司所属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预计承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检修、运维项目，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

约 3,500 万元。 

公司所属重庆长电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结转 2020 年承接项目金额 2,100 万

元。 

2、与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所属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预计向重庆市中涪南

热电有限公司供煤，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52,000万元。 

2021 年，公司所属重庆涪陵聚龙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电力”）预

计向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购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预

计购电金额为 82,060 万元。 

3、与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拟向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趸售电力，定

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交易金额 30,976万元。 

4、与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售

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预计售电金额为 29,750 万元。 

2021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购

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预计购电金额为 15,332 万元。 

5、与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售电，通过

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约 1,602.9 万元。 

6、与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售电，

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约 1,010 万元。 

7、与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https://www.qcc.com/firm/51NSDLA.shtml
https://www.qcc.com/firm/51NSDLA.shtml
https://www.qcc.com/firm/51NSDLA.shtml


 

2021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售电，

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约 7,460 万元。 

8、与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售电，通过

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约 47,874 万元。 

9、与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 2021 年预计向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购电，通过

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约 4,080万元。 

10、与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 2021 年预计向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提供技术服务，接受该公司提供运维服务，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

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约 390万元。 

11、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

土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 2021 年拟向水土公司提供工程劳务，通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定

价，预计总金额 1974.89 万元。其中： 

（1）公司所属重庆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城电”）2021

年预计承接水土公司电力改造和用电工程项目，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405.69 万

元。 

（2）公司所属重庆长兴渝电力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渝电”）

2021 年预计承接水土公司配电工程等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目，全部项目

预算总额约 1,569.2万元。 

公司所属长兴渝电 2021 年预计承接水土公司运维项目，通过竞争性比选市

场化方式定价，项目预算总额约 500万元。 

12、与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兴公司”）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拟承接龙兴公司工程业务，预计金额 4,564.61万元。其中： 

（1）公司所属两江城电向龙兴公司提供配电工程、电力迁改工程、用电工

程等业务，价格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确定，



 

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3,914.61万元。 

（2）公司所属长兴渝电承接龙兴公司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目，价格

通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确定，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650万元。 

13、与三峡电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电能”）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两江城电 2021 年预计承接三峡电能电源建设 EPC 总包、三峡坝区

构建筑物隐患整改等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全部项

目预算总额约 3,033.98 万元。 

14、与三峡电能（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电能”）预计发生的关

联交易 

公司所属两江城电 2021 年预计承接湖北电能变电站 EPC 总包项目，通过公

开招标市场化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2,800万元。 

15、与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复公司”）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预计承接鱼复公司工程业务 915.69万元。其中： 

（1）公司所属两江城电 2021年预计承接鱼复公司迁改工程、箱变工程等项

目，通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415.69 万元。 

（2）公司所属长兴渝电 2021年预计承接鱼复公司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

项目，价格通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确定，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500万元。 

16、与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置业”）预计发生

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两江城电 2021 年预计承接两江置业配电工程、用电工程等项目，

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1,580.13

万元。 

17、与重庆两江新区新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置业”）预计

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 年，公司预计承接新源置业工程业务 1,156.74万元。其中： 

（1）公司所属两江城电 2021年预计承接新源置业配电工程等项目，通过公

开招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771.99 万元。 

（2）公司所属长兴渝电 2021年预计承接新源置业配电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



 

项目，价格通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确定，全部项目预算总额

约 384.75 万元。 

18、与重庆两江新区新安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晶实业”）预计

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长兴渝电 2021 年预计承接新安晶实业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

目，通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项目预算总额约 300万元。 

19、与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太置业”）预计

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长兴渝电 2021 年预计承接新太置业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

目，通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项目预算总额约 300万元。 

20、与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同创新区”）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长兴渝电 2021 年预计承接协同创新区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

目，通过竞争性比选的市场化方式定价，项目预算总额约 400万元。 

四、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关联交易协议约定的条款履行，未发生关联方违约情

形。根据公司对关联方了解，上述关联方经营状况正常，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

约能力,不存在对方占用公司资金或形成公司坏账的可能性。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均在公司的经营范围内，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是为满足公

司主营业务开展的需要而可能发生的必要和持续的交易，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

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正、公平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

上述关联交易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公司

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完全依赖该类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相关关联

方的重大依赖。上述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