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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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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四十七次会议于2015年7月16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完成。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2015年7月10日分别
以专人、传真、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应表决董事九人，实
际表决董事九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深圳能源售电有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
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一）投资概况
随着新一轮电力改革的启动，电力交易市场将趋于多元化发展，售电侧市
场的放开为公司在电力销售领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为了适应电力改革的要求，
公司拟设立深圳能源售电有限公司。
（二）深圳能源售电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能源售电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深圳市；
经营范围：电力销售，提供售后服务，并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等提供相关增
值服务；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 100%股权。
深圳能源售电有限公司的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
为准。
（三） 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随着电力改革的逐步深化，发电企业需要面对多购电主体，营销工作成为
企业经营重中之重。设立售电公司有利于争取获得售电资质（牌照），有利于通

过专业化的运作率先进入并打开售电市场，为公司创造全新的利润增长点。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1、同意公司在深圳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能源售电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为
“电力销售，提供售后服务，并通过合同能源管理等提供相关增值服务”（名称
和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2、同意深圳能源售电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0 万元，根据售电
业务发展需要分批投入。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新疆分公司的议案》。
（一）投资概况
公司拟设立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分公
司），统筹管理公司在该地区的项目开发。
（二）新疆分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
注册地址：乌鲁木齐市；
经营范围：电力项目投资、新能源项目的开发。
新疆分公司的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核准为准。
（三） 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新疆地处亚欧大陆地理中心，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开发和储备基地，太
阳能、风能、煤炭等能源资源丰富。设立新疆分公司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新疆区域
项目开发力度，优化公司电源结构，实现电力主业的可持续发展。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在乌鲁木齐市设立新疆分公司，分公司经营范围为“电
力项目投资、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名称和经营范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中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公司整体信用优势，保障公司经营和发展中的资金需求，储备多
种融资方式，降低融资成本，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的中期票据注册额度，额度有效期为 24 个月。
（二）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的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额度有效期为 24 个月。
（三）同意公司在上述中期票据额度有效期内分期发行待偿还余额不超过
人民币 60 亿元的中期票据。
（四）同意公司在上述短期融资券注册额度有效期内分期发行待偿还余额
分别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五）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中期票据和短
期融资券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其他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实际发行的中
期票据和短期融资券金额和期限，以及签署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和进行适当的信
息披露。
（六）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邢台县永联光伏发电开发有限公司 51%股权的议
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一）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控股公司）
拟以人民币3,162万元收购邢台县永联光伏发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邢台
永联公司）51%股权并向其增资人民币12,9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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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收购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邢台永联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14年8月13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6,200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忠；
注册地址：河北省邢台市邢台县太子井乡石坡头村；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开发；
股东结构：深圳永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永联公司）持有51%股
权，南京控股公司持有49%股权；
主要资产：邢台永联公司投资的光伏发电项目场址位于邢台县西部的太子井
乡，项目总装机容量10万千瓦，主体工程已基本建设完成并于2015年6月27日实
现并网发电。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未审计）

2015 年 5 月 31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0.00

242,058,017.89

负债总额

0.00

180,058,017.89

权益总额

0.00

62,000,000.00

项目

2014 年
（未审计）

2015 年 1-5 月
（已审计）

营业收入

0.00

0.00

营业利润

0.00

0.00

利润总额

0.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0.00

0.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0.00

0.00

（三）深圳永联公司
成立时间：2007 年 8 月 22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6,5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私营企业)；
法定代表人：朱保国；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松柏公路百旺信工业园区二区第七栋；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新能源行业的投资；国内贸易；经营进
出口业务；成套机电设备销售；机电工程技术咨询；电力设备微机保护监控装置
的设计、技术开发、销售；光伏发电系统专用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技术咨
询及系统集成（以上各项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
止的项目）；
股东结构：深圳永联节能环保开发有限公司持有 23.0769%股权，深圳市吉
之荣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11.0769%股权，朱保国持有 10.6154%股权，深圳市永联
创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9.2308%股权，孙麟等 11 名股东持有 46%股权。
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股权情况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审计，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 2015 年 5 月
31 日，邢台永联公司资产总额为 24,206 万元，总负债为 18,006 万元，净资产
为 6,200 万元。经北京卓信大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资
产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5 月 31 日，邢台永联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为
6,200.00 万元，评估值为 6,321.24 万元，评估增值 121.24 万元，增值率为 1.96%，
邢台永联公司 51%股权的对应评估值为 3,223.83 万元。

经协商，南京控股公司以人民币 3,162 万元收购深圳永联公司持有的邢台永
联公司 51%股权。
邢台永联公司投资的 10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计划总投资为 95,490 万元，根
据项目的资金筹措方案，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总投资的 20%。收购完成后，邢台
永联公司的注册资本拟增加至人民币 19,100 万元，本次增资款由南京控股公司
全额认缴。鉴于南京控股公司资金状况，拟由本公司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
16,062 万元。其中 3,162 万元用于完成本次股权收购，12,900 万元用于补足项
目建设要求的注册资本。
（五）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通过南京控股公司收购邢台永联公司 51%股权，将进一步扩充在河北
省省内光伏资源的占有率，增加公司的清洁能源比重，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1、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控股公司收购深圳永联公司持有的邢台永联公
司 51%股权，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3,162 万元。
2、在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 16,062 万元，同意
南京控股公司向邢台永联公司增资人民币 12,900 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梧州桂江电力有限公司 100%股权公开竞拍的议
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广西水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水利集团”）于 2015 年
6 月 19 日通过北京产权交易所公开发布公告，拟挂牌转让所持的梧州桂江电力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桂江公司”）的 100%股权。本公司拟参与梧州桂江
公司 100%股权公开竞拍。
（一）梧州桂江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2002 年 12 月 18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9,20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开发建设经营发电厂；水电站管理、维护；电气设备安装
与维修；电气工程安装；机械设备安装；电气设备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批
发零售（以上项目涉及国家专项审批的，须取得批准后方可经营，经营期限以专
项审批为准）。
核心资产：京南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 6.9 万千瓦（2×3.45 万千瓦）。
股东情况：广西水利集团持有 100%股权。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参与梧州桂江公司 100%股权公开竞拍，授权公司董事
长决定具体竞拍价格。
（三）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参与梧州桂江公司100%股权竞投，存在竞拍不成功的可能。如竞拍
成功，本公司将及时履行持续信息披露义务。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
见《关于为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取消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九次会议关于为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
司提供人民币 12 亿元保险资金担保额度的决议（决议事项详见 2014 年 10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为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45>）。
（二）同意公司为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南山支
行申请的 9 亿元授信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三）同意公司为深圳市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的 2 亿元授信下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十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