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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泸水市泉益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的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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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水电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能水电）拟以人

民币11,251万元收购泸水市泉益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泸水泉益）

100%股权。 

上述事项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及《关

于制定公司产业平台投资决策权授权方案》（详见2019年10月31日披露的《董事

会七届一百零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3>），上述事项不须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收购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泸水泉益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04年4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3321760412542N。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实缴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郭金煌。 

注册地址：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六库镇八一路。 

经营范围：中小水电开发利用。 

股东情况：林绍锋持有17.53%股权，苏志勤持有13.15%股权，郭金煌持有

10.36%股权，苏恒持有7.16%股权，苏启发持有7.06%股权、黄留峰持有6.18%股

权、林星都持有5.20%股权、郭文彬持有4.41%股权、陈星煌持有4.41%股权、郑

德荣持有4.38%股权、赖诗茂持有4.35%股权、苏良作持有4.35%股权、蒋玲玲持

有2.87%股权、陈碧云持有2.47%股权、涂永生持有2.21%股权、陈敦博持有2.20%

股权、郑新萍持有1.71%股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9 年 10 月 31 日（未审计）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审计） 

资产总额 10,365.82 11,521.71 

负债总额 4,964.90 5,942.53 

应收账款总额 0.00 142.81 

所有者权益总额 5,400.92 5,579.19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项目 2019 年 1-10 月（未审计） 2018 年（已审计） 

营业收入 1,063.72 1,238.38 

营业利润 -121.78 100.43 

利润总额 -121.80 119.1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3.42 99.3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941.54 291.92 

经查阅相关网站，泸水泉益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资产：泸水泉益主要资产是老窝河四级水电站，电站位于怒江泸水市云

龙县境内，采用径流引水式开发，安装两台立式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装机容量

2×1.25万千瓦，电站于2007年10月投产。 

其他情况：为履行泸水泉益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怒江分行签订的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2018年6月2日泸水泉益与该行签订《权利质押合同》《抵押合

同》，以老窝河四级电站电费收费权出质及以老窝河四级电站整体资产进行抵押。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泸水泉益在该银行的贷款余额为人民币4,800万元，期限

至2027年6月1日。 

除上述情况外，泸水泉益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

在其他诉讼、仲裁、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自然人姓名：林绍锋（身份证号：3505261985****0014；住所：福建省厦门

市海沧区）、苏志勤（身份证号：3505261970****0531；住所：福建省德化县）、

郭金煌（身份证号：3505261962****0516；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苏恒（身份

证号：3505261986****0516；住所：福建省德化县）、苏启发（身份证号：

3505261962****0534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黄 留峰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58****0013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林 星都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63****0514；住所：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郭文彬（身份证号：

3505261952****0519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陈 星煌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63****0554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郑 德荣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66****0019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赖 诗茂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66****0033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苏 良作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62****001X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蒋 玲玲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70****652X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陈 碧云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69****0027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涂 永生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57****0518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陈 敦博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64****0516 ； 住所 ：福 建省 德化 县）、郑 新萍 （身 份证 号 ：

3505261981****2541；住所：福建省德化县）。 

经查阅相关网站，上述自然人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不

存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股权情况 

经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日，

泸水泉益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1,521.71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5,942.53万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5,579.19 万元。经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收益

法进行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人民币 10,228.93 万元，较审计净资产增值人民币 4,649.74 万元，增值率 83.34%。 

经协商，深能水电以人民币11,251万元收购泸水泉益100%股权。收购完成后，

深能水电将持有泸水泉益100%股权。 

 

 



五、收购目的与意义 

此次投资可以发挥同片区管理的协同效应，降低运营管理成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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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购后将为公司创造较好的收益。 

 

六、收购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存在电力市场供需风险及其他或有风险，公司将通过强化集中管理、降

低管理成本、提高电力营销力度、严格履行股权转让合同保证公司权益。 

 

七、审议情况 

经深能水电董事会二届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深能水电收购泸水泉益100%

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11,251万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