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600116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 2023-010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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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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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度与关联方在购

售电、工程业务、运维检修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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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年 3月 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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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前认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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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

划是基于公司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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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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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



 

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是基于公司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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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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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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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届时与会关联董事

应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相关股东大会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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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总额为 170,103.52万元，截至 2022年 12

月 31日，上述关联交易计划实际发生金额为 103,447.25万元。 

表 1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序

号 
关联人 

交易 

事项 

2022年度 

计划金额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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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工程

业务 

1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业务 10,800.00 2,256.44 

2022年工程进度未达预期且大部分工

程将在 2023年进行结算确认。 

2 
花垣县供电有限

责任公司 
销售电力 39,900.00 23,380.14 

2022年受工商业有序用电政策影响，

对方用电需求减少，业务量未达预期。 

3 
重庆涪陵能源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电力 35,360.95 33,976.62 -- 

4 
重庆南涪铝业有

限公司 
销售电力 1,168.60 852.62 -- 

5 
重庆财衡大祥纺

织有限公司 
销售电力 1,026.00 779.06 -- 

6 
重庆龙冉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销售电力 8,580.00 6,249.99 

2022年受工商业有序用电政策影响，

对方用电需求减少，业务量未达预期。 

7 
重庆国丰实业有

限公司 
销售电力 33,000.00 23,710.43 

2022年受工商业有序用电政策影响，

对方用电需求减少，业务量未达预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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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3 199.74 受市场影响，2022年业务量未达预期。 

9 
重庆两江新区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业务 1,114.65 39.63 受市场影响，2022年业务量未达预期。 

10 

重庆两江新区水

土高新技术产业

园建设投资有限

提供工程业务 1,020.10 451.65 
受市场影响，2022年业务量未达预期

且工程结算周期较长。 



 

公司 

11 

重庆两江新区鱼

复工业园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业务 430.23 0.00 2022年未开展业务。 

12 

重庆两江新区新

太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提供工程业务 2,766.00 1,801.05 受市场影响，2022年业务量未达预期。 

小

计   
136,207.57 93,697.38  

向关联

人购买

货物，接

受关联

人提供

工程业

务 

1 
重庆涪陵能源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购电 23,165.95 2,049.30 

受 2022年电力市场行情及机组停运、

检修等影响，业务量未达预期。 

2 
重庆青烟洞发电

有限公司 
购电 4,080.00 2,339.82 -- 

3 

重庆市翰俞建筑

园林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提供工程业务 650.00 119.22 受市场影响，2022年业务量未达预期。 

4 
长江电力销售有

限公司 

接受市场化电力

交易咨询服务 
6,000.00 5,241.53 -- 

小

计   
33,895.95 9,749.87  

 

合

计   
170,103.52 103,447.25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2023 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计划总额 94,444.74 万元，其中：涉及向关联

人销售货物、提供工程业务交易金额预计 77,167.34万元；涉及向关联人购买货

物、接受关联人提供工程业务交易金额预计 17,277.40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 

交易 

类别 

序

号 
关联人 交易事项 

2023年度

计划金额 

本年年初至

1月 31日累

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2022年度

计划金额 

2022 年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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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工

程业务 

1 
中国长江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15,000.00 0.00 10,800.00 2,256.44 

2022年工程进度未

达预期且大部分工程

将在 2023年进行结

算确认 

2 
重庆国丰实业有

限公司 
销售电力 0.00 -- 33,000.00 23,710.43 关联关系已解除 

3 
重庆涪陵能源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销售电力 37,569.60 2,679.24 35,360.95 33,976.62 -- 

4 重庆南涪铝业有 销售电力 1,051.74 45.81 1,168.60 852.62 -- 



 

限公司 

5 
重庆财衡大祥纺

织有限公司 
销售电力 1,026.00 47.24 1,026.00 779.06 -- 

6 
重庆龙冉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销售电力 8,580.00 582.47 8,580.00 6,249.99 

2023年预计对方恢

复正常生产，用电量

增加 

7 
花垣县供电有限

责任公司 
销售电力 11,930.00 3,195.02 39,900.00 23,380.14 

2023年 3月起关联关

系解除，关联交易减

少 

8 

重庆两江新区市

政景观建设有限

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610.00 0.00 0.00 0.00 2023年预计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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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00 0.00 1,041.03 199.74 --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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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0 28.18 1,020.10 451.65 -- 

1

1 

重庆两江新区市

政景观建设有限

公司 

提供运维

业务 
500.00 14.59 0.00 0.00 2023年预计新增 

1

2 

重庆两江新区置

业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0.00 -- 1,114.65 39.63 2023年预计无业务 

1

3 

重庆两江新区鱼

复工业园建设投

资有限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0.00 -- 430.23 0.00 -- 

1

4 

重庆两江新区新

太置业发展有限

公司 

提供工程

业务 
0.00 -- 2,766.00 1,801.05 2023年预计无业务 

  
小计 

 
77,167.34 6,592.55 136,207.57 93,697.38 

 

向关联

人购买

货物、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工程

业务 

1 
重庆涪陵能源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 
购买电力 13,877.40 0.00 23,165.95 2,049.30 

2023年预计对方机

组将恢复正常发电水

平，我方购电量相应

增加 

2 
重庆青烟洞发电

有限公司 
购买电力 3,400.00 0.00 4,080.00 2,339.82 -- 

3 

重庆市翰俞建筑

园林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 

接受工程

业务 
0.00 -- 650.00 119.22 2023年预计无业务 

4 
长江电力销售有

限公司 

接受购电

交易咨询
0.00 -- 6,000.00 5,241.53 2023年预计无业务 



 

服务 

  
小计 

 
17,277.40 0.00 33,895.95 9,749.87 

 

  
总计 

 
94,444.74 6,592.55 170,103.52 103,4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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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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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41,859,2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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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32,856,32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8,106,381.95 

营业收入 5,564,625.4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27,299.8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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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董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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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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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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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长兴佑能源有限公司、中机国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刘泽松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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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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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及制品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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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凤大道 19 号品鉴硅谷园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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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2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541,390 

净资产 213,925 

主营业务收入 342,313 

净利润 14,84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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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董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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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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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贤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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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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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2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28,062 

净资产 5,732 

主营业务收入 46,053 

净利润 67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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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董事董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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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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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优巨纺织有限公司、重庆

财衡巨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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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2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22,322 

净资产 20 

主营业务收入 5,004 

净利润 -1,89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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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董事董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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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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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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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大道 3号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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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2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46,323 

净资产 29,438 

主营业务收入 91,697 

净利润 15,437 

6. 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过去 12 个月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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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2023

年 3月 14日，关联关系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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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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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2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76,540.50 

净资产 -33,055.77 

主营业务收入 36,874.41 

净利润 -4,393.45 

7. 重庆两江新区市政景观建设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市政景观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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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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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 

注册资本：12,5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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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林景观设计；种植：苗木、蔬菜；销售：苗木、蔬

菜、电器设备、音响设备、日用百货、五金、服装、床上用品、灯具、装饰材料

（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家具、工艺美术品；城市园

林绿化壹级，城市园林绿化管护贰级；城市道路、社区、社会单位生活垃圾清扫、

收集，城市道路及设施的清洗、保洁等相关城市环境卫生经营服务；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建筑智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

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法律、法规禁止的，不

得从事经营；法律、法规限制的，取得相关许可或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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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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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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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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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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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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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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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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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董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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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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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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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2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14,168 

净资产 9,640 

主营业务收入 3,235 

净利润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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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公司所属重庆长电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预计承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电力工程项目，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项目预算总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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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万元。 

2. 与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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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售电，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

确定，预计售电金额为 37,569.60万元。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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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购电金额为 13,877.40

万元。 

3. 与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至 2023年 3月截止） 

202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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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售电金额 11,930.00

万元。 

4. 与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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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原

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售电金额为 1,051.74万元。 

5. 与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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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售电金额为 1,026.00 万元。 

6. 与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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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售电金额为 8,580.00 万元。 

7. 与重庆两江新区市政景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观公司”）预计

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3 年公司所属重庆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预计继续承接景观公司

《鱼复工业园区路灯看护、管道疏浚和市政设施巡查维护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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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预计项目总额约 610万元。 

 202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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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承接景观公司龙兴隧道运维、龙兴园区路灯箱变、龙兴园区景观照明

等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和双方协商方式确定价格，预



 

计项目总额约 500万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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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公司所属长兴渝电预计承接龙兴公司路灯箱变新建工程，通过公开

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和双方协商方式确定价格，预计项目总额约 400

万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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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公司所属长兴渝电预计承接水土公司云峰变电站 10kV 出线管网工

程、水土园区电力管网维修维护等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

式和双方协商方式确定价格，预计项目总额约 500万元。 

10. 与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3 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购电，定价

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购电金额约 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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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二三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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