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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2022-7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结果暨股份变

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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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发行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种类：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086,904,162 股 

发行价格：人民币 6.51 元/股 

2、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 
2,086,904,162 36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2 年 9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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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

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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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资产过户情况 

（1）置入资产过户情况 



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方电网公

司”）持有的南方电网调峰调频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调峰调频公司”）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名

下，调峰调频公司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已完成，上市公司已合法持有调峰调频

公司 100%股权。 

（2）置出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持有的文山文电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

电设计公司”）100%的股权和云南文电能源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电

能投公司”）100%股权已变更登记至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电

网公司”）名下，文电设计公司和文电能投公司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已完成，

云南电网公司已合法持有文电设计公司和文电能投公司 100%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市公司在文山州内文山、砚山、丘北、富宁和西畴

等五个市县的直供电服务和对广西电网百色供电局、广西德保、那坡两县的趸

售电服务的相关资产和负债已于置出资产交割日（2022 年 9 月 1 日）完成了交

付手续，上市公司根据交易协议约定将置出资产移交给南方电网公司所指定的

资产承接方云南电网公司。自置出资产交割日起，除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的损

益及权益变动由上市公司享有或承担之外，上市公司不再享有和承担置出资产

所有权人的权利及义务，但仍应配合云南电网公司完成置出资产中需要办理产

权过户登记部分的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的有关简称相同。 

一、本次交易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已获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电网公司和间接控股股东南方电

网公司的原则性同意； 

2、2021年10月15日，上市公司已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3、2021年10月15日，上市公司已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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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4、2022年1月27日，上市公司已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涉及

的员工安置事项； 

5、2022年4月29日，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评估报告已经国务院国资

委备案； 

6、2022年3月21日，南方电网公司已就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履行其内部决

策程序； 

7、2022年3月25日，云南电网公司已就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履行其内部决

策程序； 

8、2022年5月6日，上市公司已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相关的正式方案； 

9、2022年5月6日，上市公司已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相关的正式方案； 

10、2022年5月1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确认本次交易不涉及

经营者集中事项； 

11、2022年5月20日，国务院国资委批准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12、2022年5月27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豁免南方电网公司因本次交易涉及

的要约收购义务； 

13、2022年5月27日，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14、2022年8月11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无条件审核

通过本次交易； 

15、2022年8月26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南文山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902号），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一）本次发行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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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作价210,389.27万元，拟置入资产的作价1,568,963.

88万元，上述差额1,358,574.61万元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南方电网公

司购买。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2、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

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考价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

事会决议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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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股票交

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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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 6.80 

前60个交易日 7.31 6.59 

前120个交易日 7.24 6.5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首次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2021年10月16日。经与南方电网公司协商，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6.52元/股，即为定价基准日前1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A

股股票交易均价的90%。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按下述

公式进行调整，计算结果向上进位并精确至分。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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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为配

股率，A为配股价，D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有效的发行价格。 

上市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议案》，以公司总股本478,526,4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不送红股，亦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共

派现4,785,264元，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16日。鉴于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

完毕，根据上述公式，本次调整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调整

前有效的发行价格（即 6.52元/股）减去每股派送现金股利（即0.01元/股），即

6.51元/股。 

3、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4、发行对象和发行数量 

（1）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南方电网公司。 

（2）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中，拟置出资产作价210,389.27万元，拟置入资产的作价1,568,963.

88万元，上述差额1,358,574.61万元由上市公司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交易对方购

买。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结果，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2,0

86,904,162股。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作出相应调整的，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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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调整。 

（二）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的交割及过户情况 

（1）置入资产交割情况 

调峰调频公司已依法就本次交易置入资产过户事宜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8 月 26 日出具的《登记通知书》

（（粤）登字〔2022〕第 44000012200001061 号）及新核发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南方电网公司持有的调峰调频公司 100%股权已变更

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调峰调频公司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已完成，上市公司已

合法持有调峰调频公司 100%股权。 

（2）置出资产交割情况 

a.文电设计公司 100%股权 

文电设计公司已依法就本次交易置出资产过户事宜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8 月 30 日出具的《登

记确认通知书》（（文）登记内变核字〔2022〕第 346 号）及新核发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持有的文电设计公司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

至云南电网公司名下，文电设计公司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已完成，云南电网公

司已合法持有文电设计公司 100%股权。 

b.文电能投公司 100%股权 

文电能投公司已依法就本次交易置出资产过户事宜履行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2 年 8 月 31 日出具的《登记确认通知书》

（（昆）登字〔2022〕第 28810 号）及新核发的营业执照。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上市公司持有的文电能投公司 100%股权已变更登记

至云南电网公司名下，文电能投公司 100%股权的过户事宜已完成，云南电网公

司已合法持有文电能投公司 1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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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上市公司在文山州内文山、砚山、丘北、富宁和西畴等五个市县的直供

电服务和对广西电网百色供电局、广西德保、那坡两县的趸售电服务的相关资

产和负债 

上市公司与南方电网公司、云南电网公司已于 2022 年 9 月 1 日共同签署

《资产交割确认书》，确认各方已于置出资产交割日（2022 年 9 月 1 日）完成了

置出资产的交付手续，上市公司根据交易协议约定将置出资产移交给南方电网

公司所指定的资产承接方云南电网公司。 

截至本公告出具之日，置出资产涉及的上市公司在文山州内文山、砚山、

丘北、富宁和西畴等五个市县的直供电服务和对广西电网百色供电局、广西德

保、那坡两县的趸售电服务的相关资产和负债中的相关土地使用权、房屋建筑

物所有权以及知识产权的过户手续尚未办理完毕，相关债权债务移转至云南电

网公司的相关手续尚未办理完毕，置出资产涉及的员工安置工作尚在进行中。 

 

2、验资情况 

2022 年 9 月 2 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云南

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40370 号）

（以下简称“《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告》，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经审验认为：截至 2022 年 9 月 2 日止，上市公司已取得调峰

调频公司 100%股权，云南电网公司已取得文电设计公司和文电能投公司 100%

股权；上市公司的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2,565,430,562.00 元，总股本变更为人

民币 2,565,430,562.00 股。 

3、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8 日出具的

《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向南方电网公司发行的 2,086,904,162 股人民

币普通股（A 股）股份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三）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中国国

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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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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了《上海市锦天城

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具体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 

三、发行结果及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发行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发行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

责任公司 
2,086,904,162 36 

2、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9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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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

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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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南方电网公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76384341X8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萝岗区科学城科翔路11号 

法定代表人 孟振平 

注册资本 6,000,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4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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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04年6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南方区域电网，经营相关的输配

电业务；参与投资、建设和经营相关的跨区域输变电和

联网工程；从事电力购销业务，负责电力交易和调度，

管理南方区域电网电力调度交易中心；根据国家有关规

定，经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国内外投融资业务；经国家

批准，自主开展外贸流通经营、国际合作、对外工程承

包和对外劳务合作等业务；从事与电网经营和电力供应

有关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电力生产调度信息通信、

咨询服务和培训业务；经营国家批准或允许的其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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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 47,852.64 万股，前

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4,671.90 30.66 - 

2 万中华 1,100.01 2.30 - 

3 蔡玉栋 814.56 1.70 - 

4 
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 
648.00 1.35 -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619.50 1.29 -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600.00 1.25 - 

7 王成平 476.23 1.00 - 

8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八组合 426.29 0.89 -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农银

汇理策略收益一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397.82 0.83 - 

10 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88.67 0.81 -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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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截至 2022 年 9 月 8 日，上市公司总股本 256,543.0562 万股，

前十大股东及其持股数量、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万

股）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股） 

1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8,690.4162 81.35 208,690.4162 

2 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14,671.90 5.72 - 

3 万中华 1,100.0065 0.43 - 

4 蔡玉栋 850.50 0.33 - 

5 王成平 670.3615 0.26 - 

6 
云南省地方电力实业开发有限

公司 
648.00 0.25 - 

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易方达新兴成长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619.4984 0.24 - 

8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

达战略新兴产业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600.00 0.23 - 

9 

易方达基金－国新投资有限公

司－易方达基金－国新2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334.61 0.13 - 

10 潘梅英 300.48 0.12 -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为云南电网公司，间接控股股东为南方电网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变更为

南方电网公司，实际控制人仍为国务院国资委。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变更。 

五、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募集配套

资金）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1 云南电网公司 14,671.90 30.66 14,671.90 5.72 

2 南方电网公司 - - 208,690.42 81.35 

3 其他公众股东 33,180.74 69.34 33,180.74 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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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不考虑募集配套

资金）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万

股） 

持股比例

（%） 

总股本 47,852.64 100.00 256,543.06 100.00 

 

六、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持续经营能力等有积极影响，具体

详见公司 2022 年 8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七、本次交易的相关服务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 层及 28 层 

电话： 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经办人员：高书、李天万、段毅宁、余鹏、肖睿璇、林奕鹏、李博、戴紫

玉、李中生、刘佳、王镕晗、林乐宸、徐姊祎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顾功耘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501 号上海中心大厦 11、12 层 

电话：021-20511000 

传真：021-20511999 

经办律师：康考利、鲍方舟、孙亦涛、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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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邱靖之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电话：010-88827799 

传真：010-88018737 

经办人员：颜艳飞 

（四）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邱靖之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19 号 68 号楼 A-1 和 A-5 区域 

电话：010-88827799 

传真：010-88018737 

经办人员：颜艳飞 

（五）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志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13 层 

电话：010-58383636 

传真：010-65547182 

经办人员：陈勇、赵柯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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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南

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902 号）； 

（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云南文山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验资报告》（天职业字[2022]40370 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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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报告书》； 

（五）《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置换及发行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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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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