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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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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顺应公司战略发展方针，优化公司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竞争力，国电康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国电康能”）于 2020年 1月与 Hanseng Coal Mine 

Co.,Ltd.（下称“恒生煤矿”）以及北京威力尔德科贸有限公司（下称“威力尔

德”）共同出资设立 Oddormeanchey Power Industrial Co.,Ltd.（以下简称“子

公司”），其中公司持有子公司 38%的股权。该子公司负责对奥多棉芷 265MW电站

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进行投资建设。详情请参见公司已于 2020年 1月和

2020年 8月在股转系统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2020-056） 

2020 年 9 月 1日，子公司通过决议，将注册资本由 100万美元增至 1000万

美元，并引入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后称“中工国际”），增加投资主体后，

子公司股权结构将变为：恒生煤矿占股 40%、国电康能占股 38%、威力尔德占股

12%、中工国际占股 10%。同时，该项目金额由 30011 万美元变更为 36990 万美

元，中方投资总额 33291 万美元，其中中工国际出资 924.75 万美元、威力尔德

出资 1109.7 万美元、国电康能出资 3514.05 万美元、银行贷款出资 27742.5 万

美元。 

截止 2021 年 4月 12日，中工国际已完成其对外投资所需手续，公司获得了

国家发改委出具的关于同意奥多棉芷 265MW 燃煤电站项目变更有关事项的通知

（发改办外资备[2021]29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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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 

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上。”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为 3514.05 万美元，未达公司 2019 年经审计的合并财务

会计报表相关标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该事项已获得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告编号 2020-056,2020-063）。 

 

（五）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六）投资对象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七）不涉及投资设立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本次投资不涉及投资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

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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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的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Han Seng Coal Mine Co.,Ltd. 

住所：柬埔寨 

注册地址：House No. 6 Street 416, Village 1, Sangkat Tomnup Teuk, Khan 

Chamkar Mon, Phnom Penh Capital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Vinh Hour 

实际控制人：Vinh Hour 

主营业务：煤矿开发运营 

注册资本：100 万美元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北京威力尔德科贸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 18 号院 1 号楼四层 1-4148 房间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恩济庄 18 号院 1 号楼四层 1-4148 房间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陈少辉（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少辉无关联关系） 

实际控制人：陈少辉（与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少辉无关联关系）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 

注册资本：800 万元 

关联关系：北京威力尔德科贸有限公司为公司股东。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丹棱街 3 号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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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承包各类境外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

备、材料出口等。 

注册资本：111267.3216 万元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若是设立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 

（一）出资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方式为：其他具体方式 

 本次对外投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对外投资总额为 36990万美元。银行贷款出资 75%即 27742.5万美元，

剩余 9247.5 万美元由子公司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出资。恒生煤矿持股 40%，出资

3699 万美元，其中货币出资 40 万美元，实物（已完工工程资产）出资 3659 万

美元；国电康能持股 38%，出资 3514.05 万美元，其中货币出资 38 万美元，实

物（已完工工程资产）出资 3476.05 万美元；威力尔德持股 12%，出资 1109.7

万美元，其中货币出资 12万美元，实物（已完工工程资产）出资 1097.7万美元；

中工国际持股 10%，货币出资 924.75 万美元。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Oddormeanchey Power Industrial Co.,Ltd.（奥多棉芷电力产业有限公

司） 

注册地址：柬埔寨金边 

注册资本：1000 万美元 

经营范围：电力投资、电力经营、电力销售、生产电力设备 

公司及各投资人、股东的投资规模、方式和持股比例： 

投资人名称 
出资额或投资

金额 

出资方式 认缴/实

缴 

出资比例或

持股比例 

Han Seng Coal Mine Co.,Ltd. 4,000,000 美元 现金、实物 认缴 40% 

国电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800,000 美元 现金、实物 认缴 38% 



公告编号：2021-005 

北京威力尔德科贸有限公司 1,200,000 美元 现金、实物 认缴 12%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00,000 美元 现金 认缴 10% 

 

（一）出资方式 

本次增资的出资方式为：现金、实物。 

本次增资的出资说明 

本次增资金额为 900万美元。恒生煤矿实物出资 360 万美元；国电康能实物

出资 342 万美元；威力尔德实物出资 98 万美元；中工国际持股货币出资 100 万

美元。 

 

（二）增资情况说明 

各股东按持股比例增资。 

 

（三）被增资公司经营和财务情况 

奥多棉芷电力产业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 月，主要负责对奥多棉芷 265MW 燃

煤电站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由于该电站项目正处于建设阶段，该公司尚未

产生运营收入。 

 

 

（一）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奥多棉芷 265MW 燃煤电站项目是柬埔寨政府近年来重点支持的电站项目，

主要负责柬埔寨北部地区的电力供应。目前该电站已取得建设所需的所有审批手

续，项目已接近完成其一期 2 台 65MW 机组建设，二期 1 台 135MW 机组建设

工程亦已开始施工，同时，该电站配套的输电线路工程已获得国内某大型银行贷

款，目前已提款，输电线路工程已经始进行施工。电站项目公司已于 2020 年 5

月与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签署了为期 25 年的购电协议（PPA），预计年供电量将

突破 18 亿度。此外项目公司还获得了由柬埔寨财政部批复的电费支付担保，未

来该项目电费收入的及时性和有效性将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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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中工国际与奥多棉芷电力产业公司于 2020 年 6 月签署投资备忘录，双方同

意由中工国际收购电力产业公司 10%股权，双方股权交割完成后，电力产业公司

股权结构变更为：恒生煤矿 40%，国电康能 38%，威力尔德 12%，中工国际 10%。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本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有 

利于借助各方的优质资源及技术优势，共同开发“一带一路”优质项目，增强公司

市场竞争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所作出的慎重决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将不断完善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以便适应业务需求及市

场变化，积极防范应各种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投资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拟投资标的已与柬埔寨国家电力公司签署

了为期 25 年的电力购销协议（PPA 协议）并获得了柬埔寨财政部对于售电的支

付担保，在未来能够产生充足稳定的现金流，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

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国电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同意柬埔寨奥多棉芷265MW燃煤电站项目变

更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办外资备[2021]2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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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康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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