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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0         证券简称：桂东电力        公告编号：临 2020-075 

债券代码：151517         债券简称：19 桂东 01 

债券代码：162819         债券简称：19 桂东 02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及发行价格 

发行数量：208,650,602股 

发行价格：3.57元/股 

发行对象和发股数量：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交易作价 
（万元） 

股份支付 现金支付 
（万元） 金额（万元） 股数（股） 

广投能源 桥巩能源公司 100%股权 74,488.265 74,488.265 208,650,602 74,488.265 

2、预计上市时间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新增

股份可在其锁定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

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3、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重组的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公司已合法持有标的资产。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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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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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和审批情况 

1、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交易对方广投能源内部决策通过；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七届董事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的评估结果已经广西国资委核准。 

4、本次交易正式方案已获得广西国资委批准。 

5、本次交易正式方案经上市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已完成所有需要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履行的决策或

批准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对象和发股数量 

序号 交易对方 股票发行数量（股） 

1 广投能源 208,650,602 

2、发行价格 

本次购买资产所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确定为定价

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3.63元/股。 

2020年5月15日，上市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市公司《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上市公司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上市公司总股

本827,775,000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6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49,666,500.00元，并于2020年6月18日实施完毕。考虑前述利润分配除权除息因素

后，本次对价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3.57元/股。 

3、发行股票的锁定期安排 

广投能源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股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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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之日起36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

通过协议方式转让。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前述广投能源

在本次重组中以资产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将在上述限售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本次交易完成后，广投能源基于本次重组而享有的桂东电力送红股、转增

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若上述安排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

监管规定不相符，广投能源同意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限售期满后，

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京永验字（2020）第210043”号《验资报告》，

桥巩能源公司100%股权已经转移至桂东电力，本次发行后桂东电力新增股本人民

币208,650,602.00元，本次变更后公司股本为人民币1,036,425,602.00元。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出具《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已办理完毕。公

司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08,650,602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已登记至广投能

源名下，本次发行后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036,425,602股。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公司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为交易对方持有的桥巩能源公司100%股权。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桥巩能源公司股权过户事宜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桥巩能源公司100%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来宾市

兴宾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1302MA5P9UT710）。本次变更后，桥巩能源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相关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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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电力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的所有权并完成相关验资，桂东电力本次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完成，

同时上市公司已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2）上市公司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3）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复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

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更换或其他相关人员调整的情况。

未来若因业务需要，对拟更换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上市公司将在遵循

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的前提下，履行必要审批

程序、信息披露义务和报备义务；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

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

情形； 

（5）本次交易相关已生效协议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未生效协议，

待后续条件成熟后方可生效，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在各方切实履

行协议约定和承诺事项的基础上，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风险和障

碍。 

2、法律顾问核查意见 

国浩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交易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已办理完毕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交易对方依法

履行了将标的资产交付至上市公司的法律义务；上市公司已完成向交易对方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新股登记手续；本次交易相关方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第五部分所

述相关后续事项；在本次交易各方按照已签署的相关协议与承诺全面履行各自义

务的情况下，该等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本次发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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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作价合计148,976.53万元，其中向广投能源支付现金对

价74,488.265万元，其余对价按照3.57元/股的发行价格通过发行股份方式支付，本

次向交易对方购买资产发行股份数量合计为208,650,602股。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对方 标的资产 
交易作价 
（万元） 

股份支付 现金支付 
（万元） 金额（万元） 股数（股） 

广投能源 桥巩能源公司 100%股权 74,488.265 74,488.265 208,650,602 74,488.265 

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用于支付标的资产对价的股份数量的计算方法

为：发行股份的数量=以发行股份形式向交易对方支付的交易对价/股票发行价格。

按照向下取整精确至股，不足一股的部分计入资本公积。 

（二）发行对象情况 

公司名称 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000751238482E 

成立日期 2003 年 7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5,565,213,652 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唐少瀛 

注册地址 南宁市良庆区飞云路 6 号 GIG 国际金融资本中心 T1 塔楼 19 楼(19A)号
室、20 楼 

主要办公地点 南宁市良庆区飞云路 6 号 GIG 国际金融资本中心 T1 塔楼 19 楼(19A)号
室、20 楼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对能源投资及管理；水电资源和火电资源、风电资源的开发和经营、技

术咨询；天然气管道、天然气母站及子站的投资管理；清洁能源项目及

分布式能源、冷热电三联供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及技术开发、

技术推广、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加气站、集中式快速充电

站、接收站、码头的投资、建设、运营、维护；加油站、加氢站、石油

化工产业项目、非常规油气及相关产业的投资、维护；道路普通货物运

输；粉煤灰综合利用和开发；电力检修；国内贸易；国际贸易；贵金属

销售；环境卫生管理；以下项目仅限分支机构使用：氧化铝、电解铝及

铝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和研究开发。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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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前，截至2020年12月18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

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14,147,990 50.03% 

2 广西贺州市广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663,536 1.29% 

3 林民 8,485,271 1.03% 

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37,900 0.43% 

5 谭维宁 3,387,978 0.41% 

6 顾惠 3,300,000 0.40% 

7 周华 2,860,100 0.35% 

8 刘国真 2,250,000 0.27% 

9 田敏达 2,232,800 0.27% 

10 任井瑞 2,160,000 0.26% 

合计 453,025,575 54.73% 

（二）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完成后，截至2020年12月21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

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

例 
1 广西正润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414,147,990  39.96% 

2 广西广投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08,650,602  20.13% 

3 广西贺州市广泽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0,663,536  1.03% 

4 林民 8,485,271  0.82%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537,900  0.34% 

6 顾惠 3,000,000  0.29% 

7 谭维宁 2,924,978  0.28% 

8 周华 2,860,100  0.28% 

9 刘国真 2,250,000  0.22% 

10 田敏达 2,200,000  0.21% 

合计 659,516,177 63.56%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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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正润集团，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仍为广西国资委。 

四、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股本变动表 

根据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等文件，本次发行前后

上市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1、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 208,650,602 208,650,602 

2、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 - 

3、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 -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 208,650,602 208,650,602 

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

股份 

A股 827,775,000 - 827,775,00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827,775,000 - 827,775,000 

股份总额 827,775,000 208,650,602 1,036,425,602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重组前，上市公司主要业务是从事水力发电、供电和配电业务一体化经

营，拥有完整的发、供电网络。同时依托广西永盛为主导的油品业务平台，从事

油品业务。 

通过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将引入广投集团旗下优质电力资产，进一步提升上

市公司电力业务的盈利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增强上市公司抗行业风险能力。

通过本次重组，上市公司将引入广投集团旗下优质电力资产，这符合上市公司“以

发供电为主、做大做强电力主营业务”的宗旨和坚持“立足广西，走出去”的发

展思路，固本强基，发展增量，寻求突破。一方面有助于上市公司全力推进电源、

电网项目建设，积极寻找优质电源，不断优化自身发供电资源，扩大电源权益装

机容量规模；另一方面有助于上市公司继续做好做大增量配电和电力市场化交易，

扎根贺州，立足广西，打好基础，把在广西区内的业务做强做实，积极走出广西。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具体影响详见《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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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0755-23835210 

传真：0755-23835210 

项目经办人员：刘堃、王翔、李中杰、李查德、卢乾明、史润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李强 

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层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433320 

经办律师：刘维、周若婷、史佳佳 

（三）审计机构 

机构名称：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吕江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北街1号2幢13层 

电话：0771-5556629 

传真：0771-5553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夏如益、万从新 

（四）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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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F4层939室 

电话：010-88000066/0000 

传真：010-88000006 

经办资产评估师：李冬梅、黄雁飞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广西广投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61

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4、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5、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广西桂东

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

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6、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京永验字（2020）

第210043）； 

7、《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等经中国证监会审核的申请文件。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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