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600021

证券简称：上海电力

编号：2017-临 69

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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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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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269,917,892 股
发行价格：9.91 元/股
2、发行对象和限售期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国家
电投”）
。
国家电投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得转
让，但适用法律法规许可转让的除外。根据《重组办法》规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
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国家电投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对价
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为充分保护公众投资者
权益，支持上市公司发展，针对国家电投在本次交易前持有的上海电力股份，
国家电投承诺，在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交易前
所持有的上海电力股份，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通过协议方式
转让或由公司回购该等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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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
明确以前，国家电投不转让其在该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国家电投取得的对价股份因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
相应增加的股份，也应遵守前述规定。如果监管政策发生变化，国家电投同意
按照适用的监管政策调整锁定期安排。
3、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
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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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简称与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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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修订稿）》中的有
关简称相同。
4、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资，出具了《验
资报告》（XYZH/2017BJA50318），本次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 2,409,657,149.00
元。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审批程序
（一）上海电力的批准和授权
1、2016 年 11 月 24 日，上海电力召开 2016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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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 年 5 月 25 日，上海电力召开 2017 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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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且更新和修订后的议案。本次交易构成上海电力与
有关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于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回避表决，
上海电力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3、2017 年 6 月 26 日，上海电力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关于公司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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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
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有关议案。
4、2017 年 8 月 28 日，上海电力召开 2017 年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取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调价机制的议案》、《关于签署<上海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二>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方案调整有关的议案。本次交易
构成上海电力与有关交易对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对于涉及关联交易的
议案回避表决，上海电力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国家电投的批准和授权
2016 年 11 月，国家电投召开了 2016 年度第 17 次党组会、2016 年第 11 次
董事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交易相关事项。
（三）国务院国资委的备案
2017 年 6 月，国务院国资委出具相关《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江
苏公司 100%股权的评估结果予以备案。
（四）国务院国资委
2017 年 6 月，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关于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和
配套融资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2017）492 号），原则同意上海电力本
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五）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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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
司向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7〕1943 号），核准公司向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发行 269,917,892 股股
份购买相关资产，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206,000.00
万元。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一）资产交割情况
根据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000094144872L），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江苏公司过
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前述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后，上海电
力持有江苏公司 100%股权，江苏公司成为上海电力的全资子公司。
（二）本次发行概况
除现金对价外，上海电力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国家电投支付购买标的资产
的股份对价，具体方案如下：
1、股票种类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2、发行对象、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国家电投，发行方式为非公开发行。
3、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办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
市场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上市公司审议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总量。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上海电力 2016 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
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上海电力股票交易均价
的 90%，为 10.09 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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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市公司发生派息、送股或转增股本，将按照下述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
股份价格、发行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假设调整前新增股份价格为 P0，每股送
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数为 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 A，
每股派息为 D，调整后新增股份价格为 P1（调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
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息：P1=P0-D
送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K+N）
计算结果如出现不足一股的尾数应舍去取整，即不足一股的金额赠予上海
电力。
2017 年 5 月 8 日，上海电力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16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按公司 2016 年底总股本 213,973.93 万股为
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 元（含税），合计分配 38,515.31 万元。2017 年 6
月 23 日，公司实施了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按照上述现金红利进行除息计算后，
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9.91 元/股。
4、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的江苏公司股权的金额为 267,488.63 万元。按照
本次发行股票价格 9.91 元/股计算，上市公司向国家电投发行股份支付对价的数
量为 26,991.79 万股，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股份对价。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发行股份数量也将随之进行调整。
（三）本次发行的实施概况
1、验资情况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
行了验资，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7BJA50318），本次变更后公司注册
资本为 2,409,657,14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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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股份登记
2017 年 12 月 7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海电力向国家电投发行的 269,917,892 股人
民币普通股股票已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之后，上海电力将向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变更等事宜。
（四）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1、发行结果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限售期（月）

国家电投

269,917,892

36

2、发行对象的情况
公司名称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3 月 31 日

企业性质

全民所有制

注册资本

4,500,00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炳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109310534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 号院 3 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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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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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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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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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
所关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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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具体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一）本次股份变动前十大股东
本次股份变动前，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920,600,327

43.02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363,292,165

16.9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8,777,847

4.62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5,497,356

2.59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4,538,200

1.61

25,307,818

1.18

14,799,024

0.69

8,715,046

0.41

7,362,100

0.34

7,362,100

0.34

7,362,100

0.34

7,362,100

0.34

7,362,100

0.34

7,362,100

0.34

7,362,100

0.34

7,362,100

0.34

7,362,100

0.3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05L-CT001 沪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核心价
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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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

持股比例（%）

7,362,100

0.34

1,595,148,783

74.55

（二）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股份变动后，截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表所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持股比例（%）

1,190,518,219

49.41%

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363,292,165

15.08%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98,777,847

4.10%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5,497,356

2.3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34,538,200

1.43%

25,307,818

1.05%

14,799,024

0.61%

8,715,046

0.36%

7,362,100

0.31%

7,362,100

0.31%

7,362,100

0.31%

7,362,100

0.31%

7,362,100

0.31%

7,362,100

0.31%

7,362,100

0.31%

7,362,100

0.31%

7,362,100

0.31%

7,362,100

0.31%

1,865,066,675

77.4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消费活
力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
险产品-005L-CT001 沪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核心价
值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
融资产管理计划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
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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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截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上海电力的总股
本增加至 2,409,657,149 股，国家电投将直接及通过中国电力间接合计持有上海
电力 64.48%的股份，国务院国资委仍为上海电力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的控制
权未发生变化。

四、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截至 2017 年 12 月 7 日，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如下表所
示：
本次交易后
本次交易前
（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国家电投

92,060.03

43.02%

119,051.82

49.41%

中国电力

36,329.22

16.98%

36,329.22

15.08%

128,389.25

60.00%

155,381.04

64.49%

91,134.42

42.60%

91,134.42

37.81%

213,973.93

100.00%

240,965.72

100.00%

小计
其他公众股东
合计

按本次交易收购资产交易对价测算，不考虑配套募集资金，则本次交易完
成后，国家电投将直接持有本公司 49.41%股份，并通过控股子公司中国电力间
接持有本公司 15.08%股份，合计将持有本公司 64.48%股份，仍为本公司的控
股股东。

五、管理层分析与讨论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对公司股权结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公司治理
情况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见公司 2017 年 11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电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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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修订稿）》。

六、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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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负责人/法定代表人：杨德红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联系电话：（+86-21）3867 6666
传真：（+86-21）38909070
项目联系人：辛爽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林柏楠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26 号新时代大厦 6-8 层
联系电话：010-66091188
传真：010-66091616
经办律师：贾向明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叶韶勋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联系电话：010-65542288
传真：010-65547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胡春燕
（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小敏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化学工业区奉贤分区目华路 8 号 401 室
10

联系电话：021-52402166
传真：021-62252086
经办评估师：吴元晨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电力投资集
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943 号）；
2、独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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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暨关联交易资产交割完成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3、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咨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电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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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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