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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836）

須予披露交易
參與重慶能源重整

投資經營協議

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南國已於2022年11月4日與重整主體及重慶國調（由重
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訂立投資經營協議，據此，本集團將投資人
民幣60億元參與重整主體的重整。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投資經營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
超過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
上市規則第十四章的公告規定。

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深圳南國已於2022年11月4日與重整主體及重
慶國調企業管理有限公司（「重慶國調」）（由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
訂立投資經營協議，據此，本集團將投資人民幣60億元參與重整主體的重整（「重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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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經營協議的主要條款

投資經營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 2022年11月4日

訂約方 ： (i) 由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法院」）記錄及登記的
16家重整主體（「重整主體」，各自為一家「重整主
體」）：

a. 重慶市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重慶能源」）

b. 重慶能投資產運營有限公司，其100%股權由重
慶能源擁有

c. 重慶永榮礦業有限公司，其100%股權由重慶能
源擁有

d. 重慶南桐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其100%股權由重
慶能源擁有

e. 重慶能投商貿有限公司，其100%股權由重慶能
源擁有

f. 重慶能投渝新能源有限公司，其80%股權由重
慶能源擁有

g. 重慶天府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其100%股權由重
慶能源擁有

h. 重慶天弘礦業有限責任公司，其71.35%股權由
重慶能源擁有

i. 重慶市能源投資集團物資有限責任公司，其
100%股權由重慶能源擁有

j. 重慶旗能電鋁有限公司，其98.63%股權由重慶
能源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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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重慶順安爆破器材有限公司，其100%股權由重
慶能源擁有

l. 重慶能投清潔能源有限公司，其80%股權由重
慶能源擁有

m. 重慶雲能發電有限公司，其80%股權由重慶能
源擁有

n. 豐都縣發電有限公司，其80%股權由重慶能源
擁有

o. 重慶巴山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其80%股權由重
慶能源擁有

p. 甘洛縣工棚電力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其72.51%
股權由重慶能源擁有；及

(ii) 投資者

a. 深圳南國，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b. 重慶國調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各重整
主體及重慶國調以及彼等的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
三方。

重整投資金額 ： 投資者將向重慶能源注資人民幣80億元，其中深圳南國
將提供人民幣60億元，而重慶國調將提供人民幣20億
元。資金小部分將用於支付重整主體的破產費用、共益
債務以及應現金清償的債務，大部分資金將留作自有資
金，用於重慶能源未來的投資和發展。未來重慶能源將
聚焦主業、優化資產結構、實現戰略轉型與調整。

代價乃由訂約方經公平磋商，並參考下文「重慶能源財務
資料」一節所載重慶能源的價值後，按正常商業條款釐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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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權架構 ： 其他15家重整主體均為重慶能源的附屬公司。於交割
後，重慶能源的股權架構如下：

股東 百分比

若干重整主體的債權人持股平台 49%

深圳南國 38.25%

重慶國調 12.75%

由於本公司對重慶能源的股東大會並無控制權，故重整
主體將不會併入本集團。

保證金 ： 於投資經營協議日期後十五個交易日內，投資者須支付
人民幣5億元的保證金（「保證金」），其中深圳南國須支
付人民幣3.75億元及重慶國調須支付人民幣1.25億元。

重整計劃 ： 投資經營協議經各方同意，並作為重組協議草案及重整
計劃草案的依據。重整計劃將根據經投資者書面同意及
經重整主體的債權人會議批准的重組協議制定。

付款 ： (i) 第一期款項人民幣16億元（「第一期款項」）將由投資
者自下列條件獲滿足且收到書面通知後十五個交易
日內支付：

a. 重整主體的重整計劃經法院批准；及

b. 重整通過經營者集中審查（如適用）。

保證金人民幣4.5億元將自動轉為第一期款項。因
此，深圳南國及重慶國調將分別支付第一期款項中
的人民幣8.625億元及人民幣2.87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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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第二期款項人民幣24億元將由投資者自下列條件獲
滿足後十五個交易日內支付：

a. 法院已對重慶能源若干附屬公司的破產清算申
請進行審查及裁定；及

b. 交割已完成且債權人已根據重整計劃取得重慶
能源的相關股權或有關股權已根據重整計劃提
存。

深圳南國及重慶國調將分別支付第二期款項中的人
民幣18億元及人民幣6億元。

(iii) 第三期款項人民幣40億元將由投資者於交割後十三
個月內支付：

保證金人民幣0.5億元將自動轉為第三期款項。因
此，深圳南國及重慶國調將分別支付第三期款項中
的人民幣29.625億元及人民幣9.875億元。

交割 : 交割條件：

(i) 法院批准重整計劃；

(ii) 投資經營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已獲相關國有資產
監管機構批准（如適用）；

(iii) 以股份抵債的相關安排已履行上市公司的披露義務
及其他監管規定（如適用）；

(iv) 投資經營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已通過外商投資安
全審查（如適用）；

(v) 投資者已根據上市規則完成合規程序，包括但不限
於股東批准（如適用）；及

(vi) 投資者已支付第一期款項。

重整主體所涉及的變更登記及備案手續須於交割條件達
成後十五個交易日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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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安排 ： 重整後的重慶能源董事會由七名董事組成，其中深圳南
國提名四名董事，重慶國調提名一名董事，重慶能源職
工提名一名董事，重整主體債權人提名一名董事。董事
會設董事長，由深圳南國推薦，經董事會成員選舉產生。

重慶能源將委任兩名監事，分別由深圳南國及重慶國調
各提名一名監事。

重慶能源的管理團隊設總經理一名，由深圳南國推薦，
另設多名副總經理（其中一人由重慶國調推薦，其他則由
深圳南國推薦）。財務負責人由深圳南國推薦。

重慶能源財務資料

重整主體的負債通過「現金+留債+以股抵債+債轉股」進行綜合清償後，重慶能源
淨資產評估值預計為人民幣77.04億元。重整完成後，預計重慶能源淨資產為人民
幣157.04億元，資產負債率55%。

下文載列截至2020年及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重慶能源的經審核綜合財務資料。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20年 2021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經審核） （經審核）

除稅前虧損淨額 16.11億 326.87億
除稅後虧損淨額 18.18億 326.88億

受重慶關閉煤礦影響，重慶能源資產於2021年出現重大減值。2021年虧損主要原
因是關閉煤礦資產減值、風險債權減值、股權處置虧損、人員安置費用等。剔除
前述一次性損益後，2021年經營性虧損和2020年相當。



7

參與重整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圍繞電力相關業務進行佈局，主要包括火電、水電、風電、光伏發電、綜
合能效服務等業務。在對存量項目進行精益管理、提升效益的基礎上，本公司積
極推動疆電入渝和在作為直轄市的重慶市內獲取和建設可再生能源項目，力爭
「十四五」末重整後的重慶能源及其附屬公司裝機規模可達8,000兆瓦（其中可再生
能源5,000兆瓦）。未來，本集團將進一步推進「藏電入渝」、「川電入渝」等「外電
入渝」項目，為「十五五」、「十六五」期間在西南區域的規模化發展奠定基礎。

憑藉在重慶能源市場的主導地位，本公司積極打造省級能源平台全方位發展的新
模式，除傳統火電、風電、光伏發電業務外，基於重慶市內大量優質工商業及
3,000多萬城市人口，隨着電力體制改革深化，預計未來在配電網、分佈式能源、
綜合能源、氫能領域將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從而助力公司轉型發展。

重整後的重慶能源及其附屬公司將聚焦主業發展，作為保障重慶市能源供應的重
要平台，成為重慶市能源資源配置的重要市場主體，成為重慶市優化能源結構、
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骨幹力量。

經考慮上述因素後，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投資經營協議及據此擬進
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屬公平合理，並在本集團的一般及日常
業務過程中訂立。

有關訂約方的資料

本公司及深圳南國

本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份自2003年11月12日起於聯交所上
市。本集團主要在中國從事電廠投資、開發、經營及管理。本公司由華潤集團公
司擁有62.94%股權，公眾股東擁有37.06%股權。本公司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中國
華潤，而中國華潤由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實益擁有。深圳南國為
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的技術開發與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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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主體

重慶市能源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及下屬企業是重慶市能源供應保障的重要主體，長
期以來認真履行能源保供責任，為推動重慶市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發
揮了重要作用。重整主體擁有電力、燃氣、水泥、煤炭、健康、電解鋁、爆破、
物流商貿、機械加工等眾多產業板塊，其中電力板塊可控裝機1,975兆瓦，清潔能
源佔比1/3。

重慶國調

重慶國調由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全資擁有，主要經營範圍：企業管
理；企業管理諮詢；企業總部管理；信息諮詢服務（不含許可類信息諮詢服務）；
房地產諮詢；房地產經紀；土地使用權租賃；住房租賃；市場營銷策劃；項目策
劃與公關服務；土地整治服務；物業管理；會議及展覽服務；集貿市場管理服
務；商業綜合體管理服務；非居住房地產租賃；普通貨物倉儲服務（不含危險化
學品等需許可審批的項目）；糧油倉儲服務；成品油倉儲（不含危險化學品）；日
用百貨銷售；國內貨物運輸代理；道路貨物運輸站經營；貿易經紀；銷售代理。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投資經營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交易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
過5%但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
規則第十四章的公告規定。

概無董事被視為於投資經營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因此並
無董事須在董事會會議上就相關決議案放棄投票。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本公司」 指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股份代
號：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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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潤集團公司」 指 華潤（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
公司，由中國華潤最終擁有；

「中國華潤」 指 中國華潤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股份」 指 本公司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深圳南國」 指 深圳南國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乃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日」 指 聯交所開放辦理業務的日子。

承董事會命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傳棟

香港，2022年11月4日

於本公告發表日期，本公司的董事會包括三名非執行董事，即王傳棟先生（主
席）、劉貴新先生及陳國勇先生；三名執行董事，即史寶峰先生、張軍政先生及王
小彬女士；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愛詩女士、錢果豐博士、蘇澤光先生及
楊玉川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