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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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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九届六次董事会于2019年7月19日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7月12日以电话和电邮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9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在审议本议案时，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刘文彦先生、师李军先生、常春先生、赵文阳先生回避了表决。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公司董事会决策程序，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标的明确，价格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实现有利于经营、发展和稳定工作，有

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3.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拟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公告》）

4.�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本议

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提供4800万元委托贷款额度，期限一年，委托贷款

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

5.�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方山聚隆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本

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向方山县聚隆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350万

元，山西漳泽电力太谷平阳光伏发电有限公司提供代垫款90万元，期限一年，委托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

率。

6.�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7.�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

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

告》）

8.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9.�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贷款提供担保

的公告》）

10.�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王坪发电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 《关于控股子公司王坪发电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11.�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将河北龙沁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全

资子公司的议案》。（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董事会同意公司将持有的河北龙沁光伏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漳泽电力

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转让以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持有的龙沁公司股权账面价值为交易价格，交

易总价为人民币1.48亿元。

12.�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13.�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1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提议2019年8月8日（周四）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

审议：

提案1关于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提案2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提案3关于拟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提案4关于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5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6关于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提案7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8关于控股子公司王坪发电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9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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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超额部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召开2017年度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

分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预计2018年关联交易总额为382,655.68万元。

公司与部分关联人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超过了2018年初预计的范围，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披露要求，具体情况如下：

一、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完成情况

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

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

预计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采购燃

料

180,520.95 181,129.10 35.08 -0.34

巨潮资讯网：2018年4月26日

2018临-032����关于追认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

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接受关联人

工程劳务及

设备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工程劳

务及设

备

7,146.95 30,000.00 7.24 -76.18

接受关联人

提供运输业

务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运输业

务

12,946.88 18,000.00 50.32 -28.07

接受关联人

提供物业服

务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物业服

务

1,210.65 1,800.00 32.54 -32.74

接受关联人

提供融资租

赁业务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融资租

赁

10,349.40 13,564.60 6.63 -23.70

接受关联人

提供融资租

赁业务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委托贷

款

14,120.00 50,000.00 9.54 -71.76

向关联人销

售电力

中铝山西

新材料有

限公司

销售电

力

70,586.02 71,693.35 8.21 -1.54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中铝山西

新材料有

限公司

托管服

务

919.80 989.01 100.00 -7.00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劳务 1,141.98 2,114.51 3.45 -45.99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秦皇岛秦

热发电有

限责任公

司

工程劳

务

460.88 462.54 1.39 -0.36

向关联人销

售热力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销售热

力

10,733.11 9,096.30 16.32 17.99

向关联人销

售介质材料

费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销售介

质材料

费

3,354.80 3,806.26 100.00 -11.86

向关联人 提

供输煤 系统

维护、灰场使

用等服务

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

业

提供输

煤系统

维护等

服务

8,073.04 0.00 100.00 100.00

二、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产生的差异

1.2018年公司提供输煤系统维护、灰场使用等服务比预计增加100%，主要是本期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下属子公司同煤大唐塔山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2018年初双方合同尚未签订，没有预计其灰场使用

费、输煤系统等服务费用。

2.2018年销售热力比预计增长17.99%， 主要是本期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子公司大同煤矿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平旺物业管理公司销售热力增加。

三、履行的审批程序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9年7月1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2.关联董事刘文彦先生、师李军先生、常春先生、赵文阳先生回避了本次表决，与会其他非关联董事一

致通过该项议案。

3.该交易事项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

的投票权。

四、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业务性质：工业企业

主要产品及服务：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炭加工、机械制造、工程建筑施工等。

法定代表人：郭金刚

注册地址：大同市新平旺

注册资本：1,703,464.16万元

总资产：3,325.40亿元，净资产682.98亿元（2017年末数据）。

2017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601.62亿元，利润总额8.30亿元，净利润3,990.08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股东。

2.�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原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业务性质：工业企业

主营范围：铝矿产品、石灰石产品生产及销售、热电联产、碳素产品及其他有色金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等。

法定代表人：郭威立

注册地址：山西省河津市

注册资本：427,960.06万元

总资产：1,199,059.84�万元，净资产：333,567.73�万元。

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896,579万元，净利润-26,361.25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参股公司（公司持股比例14.02%）

3.�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业务性质：工业企业

主营范围： 电力、热力生产和销售；热、灰综合利用等

法定代表人：闫英辉

注册地址： 秦皇岛市海港区秦皇东大街540号

注册资本：58,000万元

总资产：178,361.80�万元，净资产：59,293.61万元。

本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8,755.40万元，净利润953.64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联营公司（公司持股比例40%）

五、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采购燃料

公司所属发电公司组织生产时，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燃料，采购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双方

协议制定。

（二）接受工程劳务及设备

公司接受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的脱硫、除湿、电袋除尘、烟道改造等业务，双方

严格按照招投标规定，在签订的合同范围内履行各自的业务。

（三）接受运输业务

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山西轩岗六亩地煤炭经销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大同煤矿实

业总公司和山西同泽宇物流有限公司参照市场价格，开展运输业务。

（四）接受物业服务

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中电华益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公司山西漳泽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负责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办公楼等物业服务。

（五）接受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接受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下属企业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融资

租赁业务，双方采取售后回租或直租的方式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六）销售电力及热力

本公司与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签订 《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2×300MW发电机组委托管理合

同》（以下简称中铝新材料公司），受托经营中铝新材料公司2台发电机组的生产运行，中铝新材料公司包销

2台发电机组的所有电力产品。

山西漳电大唐热电有限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热力，价格按照山西省物价局批复价格

执行。

（七）提供劳务

本公司与中铝山西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铝新材料公司” ）签订《2×300MW发电机组委托管

理合同》，受托经营华泽公司2台发电机组的生产运行，本公司按照售电量收取管理服务费。

本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提供运行服务，灰场清理等劳务，双方按照市场价

格签订协议执行。

本公司向秦皇岛秦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工程劳务服务，双方按市场价格签订工程劳务服务合同。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遵循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参照市场交易价格双方协议制定，或按照市场同类业

务的交易价格协商定价。

六、董事会意见

公司2018年度发生的超额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遵循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

原则，交易事项的定价原则为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交易依据市场定价原则，不存在利益输送现

象。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 的原则进行的，关联董事

将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将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六次董事会会

议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公司董事会决策程序，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交易标的明确，价格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实现有利于经营、发展和稳定工作，有利于

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八、备查文件

1.九届六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九届六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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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为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满足公司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经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7月1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通过商业银行

在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项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报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获准发

行注册后实施。

本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一、本次超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方案

1.注册和发行规模

本次拟注册超短期融资券的规模不超过30亿元人民币；在注册有效期内，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

况，可选择一次或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2.发行期限

本次拟注册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期限不超过270天（含270天）。

3.发行利率

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利率按照市场情况确定。

4.募集资金用途

主要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偿还流动资金贷款和其他符合规定的用途，以满足公司运

营的资金需求，降低融资风险。

5.决议有效期限

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事宜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相关决议在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及

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二、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授权事项

根据公司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安排，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工作，根据《公司法》、《证券

法》、《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与本次发行超短期融资券有关的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确定本次发行的具体金额、期限、利率、发行期数、承销方式及发行时机等具体发行方案；

2.聘请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副承销商及其他中介机构；

3.在上述授权范围内，负责修订、签署和申报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法律文件，并办理超短期融

资券的相关申报、注册手续；

4.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

应调整；

5.办理与本次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相关的其它事宜；

6.上述授权在本次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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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优化资金来源结构和期限结构，经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2019年7月1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

册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PPN），总额度不超过25亿元。具体方案如下：

一、融资方案

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具体方案如下：

1.发行规模（注册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亿元（含25亿元）。

2.发行方式：由承销机构（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

定向发行。

3.发行日期：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两年）内择机一次或分期发行。

4.发行利率：根据各期发行时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市场状况，以簿记建档的结果最终确定。

5.发行期限：不超过3年（含3年）。

6.资金用途：公司及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和项目建设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及政策要求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

7.决议有效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后，在本次发行定向工具的注册及存续有效期内持续有

效。

二、授权事宜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公司本次发行定向工具的工作，公司董事会拟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在有

关法律法规范围内，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出发，全权办理与本次发行定向工具有关的全部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

1.决定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条款、条件及相关事宜。

2.组织聘请中介机构。

3.组织实施本次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及发行事项，根据有关方面意见及发行时的市场情况调整本次债务

融资工具相关事项。

4.签署相关文件、合同和进行信息披露工作。

5.如监管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应另行履行审议程序

的事项外，可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6.上述授权事项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注册有效期内及相关事

项存续期内持续有效。

三、其他强调事项

公司已通过国家权威网站查询，本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不是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不是电子认

证服务行业失信机构。

本次发行事项尚需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批准，发行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注册通知书为准。本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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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山西漳泽电力盂县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盂县光伏公司” ）为公司下属山西漳泽电力新能源

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拟向前海兴邦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邦租赁公司” ）、招商局融资

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租赁公司” ）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拟与其分别签署

《融资租赁合同》，将盂县光伏公司光伏设备等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兴邦租赁公司、招商局租赁公司融

资共计人民币4.5亿元。公司拟为上述业务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尚需股东大会

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名称：前海兴邦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本奎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梦海大道4008号前海深港创新中心C组团3楼16-24号

经营范围：(一)融资租赁业务;(二)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三)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四)接受承租

人的租赁保证金;(五)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六)同业拆借;(七)向金融机构借款;(八)境外借

款;(九)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十)经济咨询

注册资本：人民币15亿元

（二）名称：招商局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皓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2号楼-5、6-202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经济咨询服

务;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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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人民币36.7亿元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漳泽电力盂县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春雷

注册地址：阳泉盂县牛村镇牛村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技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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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亿元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100%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12月31日 74046.16 68913.40 55668.8 8887.85 3763.33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盂县光伏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光伏组件、支架等设备，兴邦租赁公司、招商局租赁公司购买

以下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盂县光伏公司继续使用，公司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

币4.5亿元的资金。

租赁物价值及明细见下表：（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价格（万元）

设备购置费

1 单晶硅电池组件 块 339136 34,725.66

2 固定支架 套 14188 5,230.52

3 平单轴跟踪支架 套 72 50.62

4 斜单轴跟踪支架 套 72 66.93

5 华为组串式逆变器 台 348 680.20

6 交流汇流箱 台 182 92.53

7 组串式逆变器 台 1101 1,737.82

8 一体化箱逆变升压设备 套 10 787.10

9 集散式直流升压汇流箱 台 240 72.82

10 美式箱式 套 50 910.50

11 阻燃电缆 米 951730 3,248.54

12 光缆 米 68000 91.12

13 通讯电缆 米 95800 185.17

14 站内架空线路 套 1 2,370.00

15 监控系统 套 1 112.66

16 电子围栏 米 30000 207.00

17 接地扁钢 米 120000 684.00

18 垂直接地极 根 500 9.00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盂县光伏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4.5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盂县光伏公司光伏设备等资产；

2.拟承租人：山西漳泽电力盂县光伏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3.租赁金额：4.5亿元；

4.租赁方式：盂县光伏公司与兴邦租赁公司、招商局租赁公司分别签署售后回租合同，采取售后回租方

式，即将盂县光伏公司上述租赁物进行分摊，分别转让给兴邦租赁公司、招商局租赁公司两家租赁公司，同

时再向兴邦租赁公司、招商局租赁公司分别租回该等租赁物，租赁合同期内由与盂县光伏公司按照售后回

租合同的约定分别向兴邦租赁公司和招商局租赁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5.租赁期限：不低于5年（60个月）;

6.手续费及租金支付方式：以合同正式签署时为准；

7.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兴邦租赁公司和招商局租赁公司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

完毕之日起，公司按名义货价支付款项后，租赁设备所有权归还盂县光伏公司，名义货价为100元。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出租人：前海兴邦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招商局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2.�承租人：山西漳泽电力盂县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

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

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

调整后的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盂县光伏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规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4. 盂县光伏公司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2019年电费预计结算7820万元， 电费主要用于日常经营支

出，现金流比较充足。董事会认为盂县光伏公司有足够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12.19亿元，其中对外担保余额21.0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10%，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3.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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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漳泽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拟与太平石化金

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太平石化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售后回租）业务，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

同》，将神木项目五家公司的光伏电池、汇流箱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太平石化公司融资人民币5.5亿

元。公司拟为上述业务提供担保。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漳泽电力长治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治发电公司” ）拟向浦银金

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银租赁公司” ）申请办理直接融资租赁业务，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

同》，将长治发电公司锅炉等发电核心设备以直接融资租赁方式，向浦银租赁公司融资人民币5-8亿元。公

司拟为上述业务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尚需股东大会

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名称：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锦魁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211号302-378室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证

金,吸收非银行股东三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业务,

经济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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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人民币50亿元。

（二）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新浩；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腾大道2865号；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

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三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

理业务；经济咨询；在境内保税地区设立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为控股子公司、项目公司对外融资提

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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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人民币50亿元。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名称：名称：山西漳泽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云龙

注册地址：山西示范区开元街15号地和苑物业办公楼四层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新能源电力、热力项目的投资、建设;新能源电力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新能源

电力技术及设备的开发和销售;电力设施:新能源电力工程建设监理、设计、施工、调试实验;新能源电力设备

的配套、建造、经销、运行维护、检修;电力业务:新能源电力、热力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仅限分支机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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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注册资本：20.68亿元。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12月31日 1012611.64 769351.45 243260.19 83404.29 20700.53

（二）名称：山西漳泽电力长治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子军；

注册地址：长治市潞州区长北合成西路13号；

经营范围：电力商品，热力商品生产和销售；电力生产相关燃料、材料、电力高新技术、电力物资的开发

销售；发电设备检修；电力工程安装、设计、施工（除土建）；工矿机电产品加工、修理；室内外装潢；采暖设备

维修；设备清扫；电力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电力系统设备及相关工程的设计、调试、试验及相关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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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5亿元。

截至2019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

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持股

比例

长治发电公司 49,597.40 16,139.70 33,457.70 0 0 100%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新能源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神木项目五家公司的光伏电池、汇流箱等设备，太平石化

公司购买以下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分别出租给新能源公司下属神木项目五家公司继续使用，公司利用

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5.5亿元的资金。

租赁物价值及明细见下表：(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资产原值 资产净值

1 光伏电池本体 块 453794 57,026.68 50,183.48

2 汇流箱 套 1819 871.84 767.22

3 集成光伏逆变站成套设备 套 129 7,749.49 6,819.55

4 升压站设备集群 5804.61 5108.05

（二）长治发电公司用于本次直接融资租赁的资产为锅炉等发电核心设备，采用直接融资租赁模式，融

入人民币 5-8亿元的资金。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新能源公司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5.5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神木项目五家公司光伏设备等资产；

2.融资金额：5.5亿元；

3.租赁方式：新能源公司及下属神木项目五家公司与太平石化公司签署售后回租合同，采取售后回租

方式，即分别将神木项目五家公司上述租赁物转让给太平石化公司，同时再向太平石化公司租回该等租赁

物，租赁合同期内上述公司按照售后回租合同的约定向太平石化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7年（84个月）；

5.手续费及租金支付方式：以合同正式签署时为准；

6.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太平石化公司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承租人

按名义货价支付款项后，租赁设备所有权分别归还上述公司，名义货价为1元。

（二）长治发电公司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5-8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锅炉等发电核心设备；

2.融资金额：5至8亿人民币（根据合同金额）；

3.租赁方式：采取直接融资租赁方式，即由浦银租赁公司购买该租赁设备，同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

赁合同期内由长治发电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浦银租赁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 5年；

5.手续费及租金支付方式：以合同正式签署时为准；

6.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浦银租赁公司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公司按

名义货价1.00元（壹元）支付款项后，租赁设备所有权归长治发电公司；

7.租赁担保：由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一）新能源公司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出租人：太平石化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

2.�承租人：新能源公司及下属神木项目五家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

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

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

调整后的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长治发电公司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浦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2.�债务人：山西漳泽电力长治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

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

估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

调整后的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新能源公司、长治发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规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上述新能源公司融资租赁标的物资产收

益除外）

4.新能源公司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期初资金余额8.04亿元，2019年电费结算约8.5亿元，其中5.5亿

元标杆电费,3亿元国补。电费主要用于日常经营支出，现金流比较充足。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

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长治发电公司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预计年收入28.22亿元，其中电量销售资金收入 27.61亿元,供

热收入 0.61亿元，折旧费用 3.76亿元，利润完成2.96亿元，经营现金流6.72亿元。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被

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12.19亿元，其中对外担保余额21.0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10%，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3.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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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

租赁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为扩展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采取售后回租的

融资租赁方式，以侯马热电分公司主变压器等资产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租赁” ）

和/或其国内子公司融资人民币20000万元，以河津发电分公司主变压器等资产向交银金融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交银租赁” ）和/或其国内子公司融资人民币不超过5000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尚需股东大会

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名称：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蔚豪；

注册地址：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

经营范围：主营融资租赁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1324151.1182万元。

（二）名称：交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炯；

注册地址：上海市自由贸易试验区陆家嘴环路333号；

经营范围：主营融资租赁业务；

注册资本：人民币850000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 公司用于本次与平安租赁融资租赁的资产为侯马热电分公司主变压器等资产， 原值共计

253351490.00元。平安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购买以上资产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侯马热电分公司继

续使用，公司利用该等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20000万元的资金。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类别名称 币种 资产名称 数量 原币原值

1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干式变压器 6 862,800.00

2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干式变压器 2 385,400.00

3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干式变压器 12 2,062,800.00

4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非晶合金干变 2 548,400.00

5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非晶合金干变 1 180,100.00

6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非晶合金干变 4 1,014,000.00

7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非晶合金干变 2 548,400.00

8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非晶合金干变 3 540,300.00

9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非晶合金干变 2 420,600.00

10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非晶合金干变 2 360,200.00

11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高压厂用变压器 2 10,120,000.00

12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300MW高压加热器 2 13,100,000.00

13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变压器 1 8,650,000.00

14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电机MDSP315L2-6�132KW 30 1,194,000.00

15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电机 31 1,233,800.00

16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成套减速机 55 5,654,458.35

17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成套减速箱 2 204,190.00

18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成套减速机 5 514,041.65

19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直接空冷系统设备 2 106,270,000.00

20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主变压器 2 35,700,000.00

21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中速磨煤机 10 28,882,000.00

22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斗轮堆取料机 1 7,300,000.00

23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封闭母线 2 8,560,000.00

24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凝结水泵 6 3,290,000.00

25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水环真空泵 6 2,300,000.00

26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送风机 4 3,716,000.00

27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一次风机 4 2,920,000.00

28 发电及供热设备 人民币 引风机 4 6,820,000.00

总计 253,351,490.00

（二）公司用于本次与交银租赁融资租赁的资产为河津发电分公司汽轮机、超低排放设备等资产，原值

共计188228.81万元。 交银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购买以上资产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河津发电分公

司继续使用，公司利用该等资产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不超过50000万元的资金。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序号 设备名称 原值 设备数量

1 变压器 44,127,095.22 55

2 电缆输电线路 84,685,418.01 4

3 电气控制设备 274,783,837.56 375

4 电子设备 5,612,665.62 278

5 发电及供热设备汽轮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 522,721,441.21 181

6 工艺水系统 1,207,597.39 8

7 锅炉及附属设备 401,553,581.17 457

8 机械设备 18,057,313.29 187

9 浆液制备系统 6,333,004.76 16

10 空调系统 1,465,151.62 8

11 空压机系统 758,029.44 2

12 控制系统 2,228,926.52 2

13 配电设备 14,261,820.44 33

14 配电系统 3,637,345.70 14

15 配电线路 4,039,814.31 1

16 其他发电设备 49,720,138.87 177

17 其他机电设备 1,972,897.63 94

18 其他设备 5,156,786.12 269

19 其他运输设备 945,093.65 8

20 其它脱硫设备 12,381,900.76 22

21 汽车运输设备 16,865,334.00 50

22 石膏脱水系统 9,934,163.73 11

23 石灰石接收系统 7,179,966.63 23

24 事故浆液系统 2,246,345.30 3

25 输煤制粉设备 186,780,971.63 144

26 输油系统 9,229,376.30 17

27 铁路运输设备 7,826,954.68 2

28 通信系统 17,967,847.57 49

29 通用测试仪器仪表设备 3,671,813.61 94

30 吸收塔系统 155,605,944.54 48

31 自动化控制及运动通讯设备 9,329,563.92 30

合计 1,882,288,141.20 2,662.00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与平安租赁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20000万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侯马热电分公司主变压器等资产；

2.融资金额：20000万元；

3.租赁方式：公司与平安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签署售后回租合同，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公司将侯马

热电分公司上述租赁物件转让给平安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同时再向平安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租回

该等租赁物件， 租赁合同期内由侯马热电分公司按照售后回租合同的约定向平安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

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3年（36个月）；

5.手续费及租金支付方式：以合同正式签署时为准；

6.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资产所有权归平安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

之日起，公司付清留购价款后，租赁物产权由租赁公司转移给公司。

（二）本次与交银租赁的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50000万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河津发电分公司汽轮机等资产；

2.融资金额：不超过50000万元；

3.租赁方式：公司与交银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签署售后回租合同，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公司将河津

发电分公司上述租赁物件转让给交银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同时再向交银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租回

该等租赁物件， 租赁合同期内由河津发电分公司按照售后回租合同的约定向交银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

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3年（36个月）；

5.手续费及租金支付方式：以合同正式签署时为准；

6.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资产所有权归交银租赁和/或其国内子公司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

之日起，公司付清留购价款后，租赁物产权由租赁公司转移给公司。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利用现有生产设备进行融资,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不断发展的经营需要,

同时优化公司债务结构,缓解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使公司获得日常经营需要的长期资金支持,并进

一步增强盈利能力及市场竞争力。本次融资租赁业务不会影响公司生产设备的正常使用,对公司生产经营

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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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西漳泽电力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一一芮城县金广丰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广丰风电公司” ）拟向民生银行太原市千峰南路支行申请项目贷款45000万元，

该融资方案需公司提供本息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芮城县金广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斌；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能源技术研发;风力发电；风力设备安装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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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持股

比例

金广丰风电公司 15113.79 7494 7619.73 0 0 100%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主要条款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被担保对象：芮城县金广丰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借款到期日结束之日起

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全资下属公司金广丰风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

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规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4.�金广丰风电公司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预计投产后2020年电费结算约1.06亿元。电费主要用于

日常经营支出，现金流比较充足。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

反担保。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12.19亿元，其中对外担保余额21.0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10%，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六、备查文件

1.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下转B3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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