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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7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7-021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七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七十二次会议于 2017 年 4 月 6 日下

午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2068 号华能大厦 35楼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2016年 3 月 29日分别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会议应出席董事九人，实际出席董事九人。根据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由熊佩锦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将该报告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2016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

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华水电对所属芒线电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减值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公司全资公司China Hydroelectric 

Corporation（以下简称：中华水电）所属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盈江县秦瑞户撒河

电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秦瑞户撒河公司）对其所有的芒线电站（总装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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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0.15万千瓦）进行了减值测试，根据减值测试结果，秦瑞户撒河公司拟计提相

关资产减值准备7,733,031.55元。 

2、减值测试情况说明 

秦瑞户撒河公司按照比较资产账面价值与可收回价值孰低的原则对以上设

备进行了减值测试，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根据测试结果，秦瑞户撒河

公司上述设备于基准日可收回价值为零，合计发生减值 7,733,031.55 元，减值

率为 100%。 

3、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七届七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中华水电所属全资子公司秦瑞户撒河公

司 2016年度确认芒线电站设备减值损失人民币 7,733,031.55 元，并计提相应减

值准备。 

4、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中华水电所属全资子公司秦瑞户撒河公司拟计提减值准备 7,733,031.55 元，

本次秦瑞户撒河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将减少本公司 2016 年度利润总额

7,733,031.55元。 

5、董事会关于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中华水电所属全资子公司秦瑞户撒河公司芒线电站由于建成时间较早，为保

证机组的运行安全，目前已暂停发电。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八号》——资产减

值第十五条规定：可收回金额的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

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依据

充分、预计合理。 

6、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中华水电对所属芒线电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公司独立董事经审

阅公司提供的议案和相关资料，根据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认为：公司董事会关

于中华水电对所属芒线电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中华水

电对所属芒线电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现行会计准则规定，能真实反映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

中华水电对所属芒线电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7、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中华水电所属全资子公司秦瑞户撒河公司 2016 年度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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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线电站设备减值损失并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理由和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关于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财务报告及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此项

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6年度本公司母公司实

现净利润82,994.08万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现行会计准则的规

定，本公司按母公司2016年度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加上年初未分

配利润，减去已分配2015年度利润，2016年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342,556.27

万元。 

董事会同意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2016年12月31日总股本

3,964,491,597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5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59,467.37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2016年度不

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

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将该报告及其摘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详见公司《2016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财务公司2016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详见公

司《关于财务公司2016年度风险评估报告》），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

对，零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议案》（详见公司《2016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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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7-022>），此项议案获得五票

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因涉及关联交易，四

名关联董事熊佩锦董事长、谷碧泉副董事长、陈敏生董事、孟晶董事回避表决此

项议案。 

本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

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预计的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中的正常交易行为，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

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 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的议案》，此项议案

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 2017 年度法律顾问的议案》，此项议案获

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请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北京国枫凯文（深圳）律师事务

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7年度法律顾问单位。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2017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此项议案获得

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为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158 万元；同

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为公司 2017 年度内部

控制审计机构，内部控制审计服务费为人民币 40 万元；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得到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同意将此项议案提交本次董

事会会议审议。本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并认为：公司董事会关于聘请

2017年度审计单位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经核查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深圳分所提供的审计资质文件，我们认为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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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合伙）具备执行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资质；同意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为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审计单位。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甘肃酒泉东洞滩 1.5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的

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

反对，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方控股公司）拟

通过其全资子公司酒泉深能北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酒泉公司）投资

建设甘肃酒泉东洞滩 1.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11,897.6 万元，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2,380 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公

司为上述项目向北方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 2,380万元，北方控股公司将酒泉公司

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2,380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上述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  

2、酒泉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7年3月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20902MA74N68R7T。 

注册资本：人民币3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英峰。  

注册地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东洞滩光电示范园区C区。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和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等常规能源及

供热等项目的开发、生产、购销；销售电力设备、备件、材料和新技术、新产品、

新材料的研发；新能源和常规能源及供热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股东结构：北方控股公司持有100%股权。  

3、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酒泉公司拟投资建设的东洞滩光伏项目位于甘肃酒泉肃州区东洞滩光电园

区C区，本项目属于酒泉至湖南±800千伏特高压工程配套项目，规划装机容量1.5

万千瓦，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11,897.6万元，自有资金为人民币2,380万元，其

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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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符合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有利于优化公司电源结构、实现公

司电力主业可持续发展，也便于后续在甘肃省开展光伏、风电和光热等项目。 

5、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北方控股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酒泉公司投资建设甘肃酒泉东洞滩

1.5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11,897.6 万元，自有资金为人

民币 2,38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北方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 2,380 万元，同意北

方控股公司将酒泉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2,380万元。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通辽奈曼二期 1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

零票弃权。 

1、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北方控股公司拟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深能北方（通辽）奈曼能

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奈曼公司）投资建设内蒙古通辽奈曼二期 1万千

瓦光伏发电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7,684.33 万元，自有资金为人民币

1,50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北方控股公司增资人

民币 1,500万元，北方控股公司向奈曼公司增资人民币 1,500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上述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投资事项不

构成关联交易。  

2、奈曼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5年1月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525318559568M。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英峰。  

注册地址：奈曼旗大沁他拉镇25号区妇幼保健所住宅楼一单元四层东侧。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太阳能等新能源和火力发电、热电联产等常规能源项

目的开发、生产、销售；销售电力设备、备件、材料和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

的研发；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及供热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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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结构：北方控股公司持有100%股权。  

3、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奈曼公司此次拟投资建设通辽奈曼二期光伏项目位于内蒙古通辽奈曼大沁

他拉镇境内。规划装机容量 1 万千瓦，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7,684.33 万元，自

有资金为人民币 1,50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4、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符合公司“十三五”战略规划，有利于优化公司电源结构、实现公

司电力主业可持续发展。 

5、董事会审议意见：  

（1）同意北方控股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奈曼公司投资建设内蒙古通辽奈曼

二期 1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7,684.33 万元，自有资金为

人民币 1,500万元，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2）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北方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 1,500 万元，同意北

方控股公司向奈曼公司增资人民币 1,500万元。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南山及宝安一、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 SCR

脱硝技术改造项目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此项议案

获得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1、 项目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保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实施南山及宝安一、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 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计划投

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4,477.95 万元。  

2、环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1997年7月25日。  

注册资本：19.35亿元。  

营业执照号：44030110283155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川。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时代金融中心大厦12-13层。  

经营范围：垃圾焚烧发电及综合利用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管理以及相关

设备及部件的研发、制造和购销等；投资和经营与环保产业相配套的地产、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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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租赁等产业；经营和进出口公司环保项目所需的成套设备、配套设各、机具和

交通工具等；各种环保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管理和经营,以及与环保工程相

关的人员培训、咨询及其他相关服务业务；环保技术开发、转让和服务；海水脱

硫技术和粉煤灰综合利用的研究与技术开发；工业废水、废气、废渣治理及综合

利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98.5%股权，深圳市能源运输有限公司持有1.5%股权。  

3、项目投资情况  

为满足日益严格的环保排放要求，环保公司拟实施南山及宝安一、二期垃圾

焚烧发电厂SCR脱硝技术改造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477.95万元，由环

保公司以自有资金实施投入。 

4、项目建设的意义  

本项目的实施能有效降低垃圾焚烧烟气排放中氮氧化物含量，具有良好的环

境效益，符合国家节能减排政策。  

5、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环保公司自筹资金实施南山及宝安一、二期垃圾焚烧发电厂SCR脱硝技

术改造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4,477.95万元。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公章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七十二次会议决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