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1-012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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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年底，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担保总额为 24.54 亿元，被担保方均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其中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5.50 亿元，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9.04亿元。 

 2021年度担保计划中的被担保方均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 

计 9家，担保计划总额 26.70亿元，其中全资子公司 6家，担保金额 21.10亿元，

控股子公司 3家，担保金额 5.60亿元。 

 本次担保计划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反担保。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计划需提交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计划基本情况 

（一）2021年度担保计划概述 

公司 2021 年度担保计划总额为 26.70 亿元，被担保方均是公司全资子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共计 9家，其中全资子公司 6家，担保金额 21.10亿元，控股子

公司 3家，担保金额 5.60亿元。 

（二）2021年度担保计划履行的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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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担保计

划的议案》。董事会认为：2021年度担保计划中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具有担保履约能力，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

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

利益。为满足公司部分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使其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根



 

据重组后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会议同意公司 2021 年

度担保计划，担保总额不超过 26.70亿元，并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在股东

大会授权范围内具体负责并处理上述担保的具体事宜，适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

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为满足部分所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

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

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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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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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担保计划。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审

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1 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

和资金安排，为满足部分所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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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2021 年度担保计划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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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1 年度担保计划具体情况 

1. 对全资子公司担保 

单位：亿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1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重庆博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8 

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2.5 

重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 
10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建设有限

公司 
0.3 

重庆长电渝电力工程有限公

司 
0.1 

2 
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或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
重庆锰都工贸有限公司 0.2 



 

司 

合计 21.10 

   

2. 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单位：亿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1 
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贵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 5 

2 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0.5 

重庆长兴渝电力服务股份有

限公司 
0.1 

合计 5.60 

 

（四）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1. 重庆博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联能源”） 

成立日期：2020 年 9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冉从伦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MA615MK38R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联合路 6号二楼 201室(万州经开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

应，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

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

销售，固体废物治理，金属矿石销售，选矿，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博联能源资产总额 15,649 万元，负债

总额 649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649 万元，资产净额 15,000 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万元。 

2. 重庆长电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渝”） 

成立日期：2020 年 6月 29日 

法定代表人：李志杰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60YLMHX7 

注册地址：位于重庆市正阳工业园区园区路白家河标准厂房 A栋 4楼 431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

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专用设

备修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电气设备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软件开

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

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

电工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长电渝资产总额 1,998万元，负债总额

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0万元，资产净额 1,998万元，营业收入 0万元，净

利润-2 万元。 

3.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水利电建”） 

成立日期：1989 年 12月 5日 

法定代表人：王小川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207901287J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清堰街 198号 

经营范围：电力设施承装类二级、承修类二级、承试类二级（按许可证核定

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 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

水力发电，水电物资供应，工业设备安装，水产养殖及水电投资服务；电力技术

服务、咨询。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三峡水利电建资产总额 51,490 万元，

负债总额 36,526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6,011万元，资产净额 14,964万元，

营业收入 22,365万元，净利润 2,488万元。 

4. 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4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邓义虹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60WBT74Y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滨路 2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新型铁

路机车车辆进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运输站经营；一般

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

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

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泥制品销售，石棉水

泥制品销售，润滑油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矿石

销售，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选矿，机械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电气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电工仪器

仪表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工器材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线、

电缆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成品油

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农副产品销售，

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

煤炭洗选，装卸搬运，包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数据处理服务，铁路运输

辅助活动，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水产品批发，食用农产品批

发，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供应链公司资产总额 13,700 万元，负

债总额 11,45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1,405万元，资产净额 2,250万元，营

业收入 23,387万元，净利润 250万元。 

5. 重庆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城电”) 

成立日期：2004年 3月 24日 

法定代表人：洪洲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759299204C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 19号 



 

经营范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三级（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期限从事经

营）；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

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输变

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水利水电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水工金属结构制作

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叁级、电子与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

可执业）；电力系统设计、咨询、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策划；电站运行管理咨询；

销售：电力设备、机电设备、高低压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

出版物）、金属材料（不含稀有金属）、五金、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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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两江城电资产总额 71,966 万元，负债

总额 59,428 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57,328 万元，资产净额为 12,538 万元，

营业收入 65,886万元，净利润 3,482万元。 

6. 重庆长兴渝电力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渝”） 

成立日期：2016 年 12月 20日 

法定代表人：陈倓 

注册资本：1,5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LK4XW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 1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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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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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执业）；

电气设备销售（以上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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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长兴渝资产总额 3,611 万元，负债总

额 2,38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2,381万元，资产净额 1,230万元，营业收入 3,347

万元，净利润-125 万元。 

7. 贵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陵锰业”） 



 

成立日期：2011 年 1月 25日 

法定代表人：杨正文 

注册资本：15,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285692023959 

注册地址：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迓驾镇马鞍村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电

解金属锰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贸易。 

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武陵锰业资产总额 101,336 万元，负债

总额 102,787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02,696 万元，资产净额-1,451 万元，营业

收入 63,999万元，净利润-435万元。 

8. 重庆锰都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锰都工贸”） 

成立日期：2007 年 6月 11日 

法定代表人：张满 

注册资本：8,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663552295W 

注册地址：重庆市正阳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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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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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

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太阳

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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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12月 31日（经审计），锰都工贸资产总额 20,271 万元，负债

总额 11,76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 11,761万元，资产净额 8,510万元，营业收入

62,853 万元，净利润 1,113万元。 

9. 重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能源公司”） 

成立日期：成立于 2016年 12月 14日 



 

法定代表人：张琳 

注册资本：3,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CAD5Y。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永和路 39号 10层 1012室。 

经营范围：集供电、供气、供水、供热业务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依法须

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从事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为用户提供节能诊断、

改造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安装汽车充电系统及设

备；汽车充电服务；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依法须经审批的经

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

执业）；能源项目开发、项目设计；电力供应（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

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供热、供冷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

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机电设备租赁；机电设备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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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0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综合能源公司资产总额 4,351万元，负

债总额 1,342万元，流动负债 1,342万元，资产净额 3,009万元，营业收入 532

万元，净利润 14万元。 

（五）其他情况说明 

1. 上述担保金额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的预计，具体金额将视公司子公

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本次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

担保主体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及资产担保，担保金额

可在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内调剂使用。 

2. 该担保计划尚需经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适用期限为股东大会

批准之日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3. 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例担保。 

（六）累计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24.54亿元（不

含本次），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24.04%。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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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