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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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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1年

发生金额 

（2020）年与关联

方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工程总包、商品采购、

接受劳务 

856,500,000

.00 

533,715,173.83 因新建项目多，主要支

付工程款、商品采购付

款等。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委托关联人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资金融通、财务公司资

金流转 

6,400,000,0

00.00 

3,818,846,365.7

8 

主要用于百万基地三期

建设及置换前期高利率

融资业务。及财务公司

资金流转 

合计 - 
7,256,500,0

00.00 

4,352,561,539.6

1 
- 

 

 

（二）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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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联方名称 

1、贵州西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 29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光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9,652.00万元 

主营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承担电源点工程项目和

500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输变电项目的前期工作和建设管理、工程监理、招标代理、设

备监造；电力工程总承包；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力工程项目管理；电力设施的承装、

承修、承试和运行、检修维护；售电服务；电力物资的批零兼营；电力工程项目投资；

电力生产运营的委托经营管理及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

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2、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莲花路 130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雷鸣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448.56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电力工程（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房屋工程，港

口与航道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冶金专业建设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服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建设工程招标

代理（工程类项目凭许可资质经营），电力工程检测，从事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销售，

实业投资，物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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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 29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绍纯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69,231.54万元 

经营范围：工程管理服务，电力工程（除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房屋工程，港

口与航道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机电安装工程，市政公用工程，冶金专业建设工程，地

基与基础工程，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服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建设工程招标

代理（工程类项目凭许可资质经营），电力工程检测，从事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机电设备销售，

实业投资，物业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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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贵州中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 29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秀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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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2,347.07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火电项目和中小型水电

项目的开发、建设、安装、生产、经营；电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非金融性投资管理及

咨询；电能购售；酒店经营（仅供办理分支机构）。 

5、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里北街 15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鞠贵文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3,339.41万元 

经营范围：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不含新闻、

出版、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和医疗器械、电子公告服务（有效期至 2021年 08年

19日）；水电、火电、输变电工程所需设备、各种电力设备及其配件的组织生产、供

应、销售；接受委托承包电力建设成套设备项目；电力成套设备的监理、监造；其它有

关工 

程成套设备的供应；中央投资项目招标代理、政府采购代理、工程招标代理、机电产品

国际招标业务、国际金融组织贷款项下的国际招标采购业务、技术改造项目设备招标代

理及货物和服务类招标代理业务；进出口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仓储、运输管理；电力成套设备的展销；技术开发；会议服务；物业管理；出租商业用

房、出租办公用房；销售办公用品、办公机械及耗材、办公家具、家用电器、食品、服

装、鞋帽、日用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销售食品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

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国家电投集团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号楼 10层 3单元 110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郭枫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为投保人拟订投保方案、选择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受益

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业

务；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从事产权经纪业务；工程招标及代理。（企业依法自

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

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7、国家电投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创新路 7号 1号楼 2106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祖永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3,598.96万元 

经营范围：信息系统集成、实施和运维服务；软件设计、开发；数据处理及存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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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物联网服务，电子商务服务；网络、通

信、智能化、自动化系统工程的研发、设计；信息安全工程研发、设计；计算机、自动

化及智能化系统软件、硬件及相关外设设备、信息安全产品、网络设备的生产、销售和

代理，工业控制系统设备、通讯设备及电子产品的销售和代理；工业控制系统设备、通

讯设备及电子产品的销售和代理；信息技术外包服务，与信息化相关的招标代理服务；

进出口业务；广告业务；设备租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8、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定路 530号 A5库区集中辅助区三层 318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姚敏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712.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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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从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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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9号 3层 31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莉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49,791.89万元 

经营范围：（一）融资租赁业务：经营国内外各种先进适用的机械、设备、电器、交通

运输工具、各种仪器、仪表以及先进技术和房地产的直接融资租赁、转租赁、回租和租

赁物品的销售处理；（二）其他租赁业务；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和国外生产的各种

先进适用的机械、电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器具、器材、仪器、仪表等通用物品的

出租业务和对租赁物品的残值变卖、销售处理；（三）根据用户委托，按照融资租赁合

同直接从国内外购买租赁所需物品；（四）融资租赁项下的，不包括需要配额和许可证

的，其出口额以还清租金为限的产品出口业务（每项出口需另行报批）；（五）对租赁

业务实行担保和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10、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号楼金贸大厦 3单元 19-21层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立红 

实际控制人: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0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融资租赁业务：经营国内外各种先进适用的机械、设备、电器、交通运

输工具、各种仪器、仪表以及先进技术和房地产的直接融资租赁、转租赁、回租和租赁

物品的销售处理；（二）其他租赁业务；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和国外生产的各种先

进适用的机械、电器、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器具、器材、仪器、仪表等通用物品的出

租业务和对租赁物品的残值变卖、销售处理；（三）根据用户委托，按照融资租赁合同

直接从国内外购买租赁所需物品；（四）融资租赁项下的，不包括需要配额和许可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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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出口额以还清租金为限的产品出口业务（每项出口需另行报批）；（五）对租赁业务

实行担保和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 

11、贵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 29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范德胜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10,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房地产开发；装饰工程；

绿化工程；物业管理；酒店管理；批零兼营：建材；餐饮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酒

店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旅馆业；销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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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 296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葛斌峰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70,697.41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电力生产及购售（仅

供办理分支机构）及检修；电力科技开发；电力投资和建设（含新能源）；电力物资的

批零兼营；粉煤灰销售业务；电厂废弃物综合利用及经营；煤炭、石灰石、尿素购销；

热力、电力和供水设施安装、检修、试验和运营管理；热（冷）力（水）生产和销售；

为电力用户提供培训咨询、合同能源管理、综合节能增值服务；发电相关业务；铁合金

系列产品及原料、农产品和钢材、建筑材料的经营及进出口贸易，代理进出口业务，转

口贸易相关业务。） 

13、贵州元和新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北路 29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鲁琦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60万元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物业管理、维修与装饰

服务；酒店管理；家政服务、园林绿化服务、房屋中介及清洁服务、咨询服务；电梯维

修，劳务派遣（非中介）、广告设计与制作；代缴业务；中型餐饮。） 

14、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物资装备分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南路 32号 1层东厅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国有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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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张勇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销售电能设备；电力及相关技术的开发、技术咨询；在隶属企业授权范围内

从事建筑活动；招投标代理；物业管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15、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号院 3 号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钱志明 

实际控制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资本：35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电源、电力、热力、铝土矿、氧化铝、电解铝的开发、建设、

经营、生产及管理（不在北京地区开展）；电能设备的成套、配套、监造、运行及检修；

销售电能及配套设备、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铁路运输；

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建设与监理；招投标服务及代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服务；电力及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铁路运输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

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16、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 

注册地址： 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阳长镇 

企业类型：国有经营单位(非法人) 

法定代表人：唐立 

实际控制人：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

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电力生产.销售;检修;

电力建设;与其他产业的横向联合以及第三产业;电力物资的批零兼营.电力投资业务

(除金融和证凑投资以外)，粉煤灰及开发利用横向联合的关联项目）  

（2）关联关系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国

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能成

套设备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与公司均为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的企业；贵州西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贵州中水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贵州

元和新世纪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均为同一母公司，公司与上述单位构成关联关系。 

（3）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单位的生产经营正常，财务状况稳定，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4）预计 2021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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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

型 

2020年发生额

（万元） 

2021年预计发生额

（万元） 

贵州西能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总

包服务/工程

监理服务 

48,626.72 73,000.00 

中电投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接受工程总

包服务/技术

咨询服务 

4,005.06 7,000.00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366.40 1,000.00 

国家电投集团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 
接受劳务 223.15 800.00 

国家电投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采购商品 14.00 200.00 

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资金融通 140,044.20 250,000.00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 
资金融通 

51,750.39  
80,000.00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资金融通 71,385.31 110,000.00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其它 26,036.63  50,000.00 

贵州元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 1,000.00 

贵州西电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 1.80 50.00 

贵州元和新世纪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接受劳务 13.34 100.00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物

资装备分公司 
采购商品 25.38 200.00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商品 95.67 300.00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

限公司 
资金融通 92,668.11 150,000.00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股份有

限公司纳雍发电总厂 
接受劳务 - 2,000.00 

（5）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存放事宜 

根据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要求，公司需将资金集中到公司在国家电投集

团财务有限公司开立的账户管理。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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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4 月 26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1 年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因非关联董事不足半数，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21年 4 月 26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次会议审议《关于预计 2021年日

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因非关联监事不足半数，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是公允的，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不会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具体按照实际发生情况签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系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是合理

的、必要的。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亦

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1、《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决议》 

2、《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国家电投集团贵州金元威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4 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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