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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陕西常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90%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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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陕西常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金额：公司拟以自筹资金 1,037.07 万元收购李武等三个自然人持有的陕西
常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合计 9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3,375 万元，实缴出资 1,173.70
万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投资概述
为发展壮大公司电力主业，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公司拟以自筹资金 1,037.07
万元收购李武等三个自然人持有的陕西常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兴光伏公
司”）合计 9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3,375 万元，实缴出资 1,173.70 万元）。本次股权
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常兴光伏公司 90%股权，为常兴光伏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1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收购陕西常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90%股权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1、史宽厚，男，52 岁，中国籍公民，现任常兴光伏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目前持
有常兴光伏公司 64%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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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武，男，51 岁，中国籍公民，现任常兴光伏公司董事。
3、王齐阳，男，65 岁，中国籍公民，现任常兴光伏公司董事。
上述三名自然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常兴光伏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陕西常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镇安乐社区落星堡村
法定代表人：史宽厚
注册资本：人民币 3,750 万元
成立日期：2014 年 8 月 19 日
经营范围：光伏电站的建设及发电量的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的制造、销售；电力成
套设备的制造、销售；农业大棚蔬菜的种植、销售。
目前，常兴光伏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万元）

（万元）

持股比例（%）

武

自然人股东

675

222.966

18

王齐阳

自然人股东

675

222.966

18

史宽厚

自然人股东

2,400

1102.768

64

3,750

1548.70

100

李

合计

常兴光伏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自然人史宽厚，目前持有常兴光伏公司 64%
股权。
（二）标的公司投资项目概况
根据华夏新时代电力工程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出具的《初步设计报告》，常兴光伏公
司目前在建项目为岐山 20MWp 光伏农业大棚项目，项目工程静态投资 19,308 万元，工
程动态投资 19,707 万元，
单位千瓦静态投资 9,654 元/KWp,单位动态投资 9,853 元/KWp，
岐山 20MWp 分布式光伏发电工程运行期（25 年）内，年平均发电量 2,706 万千瓦时，年
利用小时数为 1,353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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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体采用光伏农业大棚形式建设，光伏组件与农业大棚一体化集成。其中太阳
能光伏发电部分已基本建成并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并网发电，常兴光伏公司已与国家电
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签订《购售电合同》（尚未对结算电价进行约定）、《陕西常兴光伏科
技有限公司落星堡光伏（分布式）电站并网调度协议》，由国家电网陕西省电力公司向
常兴光伏公司购电，同意常兴光伏公司的光伏电站并入国家电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电网运
行；而农业大棚部分，则是通过大棚顶进行太阳能发电，棚内拟以立体有机自体循环形
式种植有机蔬菜等，充分利用棚内高度多层种植，提高土地利用率，目前农业大棚主体
基础建设进度约 62%，棚内尚未投入辅助设施，尚未开始种植农作物。2017 年 10 月，
常兴光伏公司已与中国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约
定农科院研究中心负责常兴光伏公司成立“中国食用菌协会西北菌种培育基地”的挂牌
及申报、提供技术培训、负责新产品的研究、负责种植过程的技术指导和支持、协助市
场开拓及出口配额等义务。2017 年 12 月，常兴光伏公司与宝鸡常兴光伏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签订《农业大棚租赁协议》，约定宝鸡常兴光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租赁常兴光伏公
司项目用地、农业大棚及相关附属设施，租赁期限 5 年，自 2017 年 12 月 29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28 日止，租金为 600 万元/年（含税）。
光伏农业大棚项目采用交钥匙工程总承包模式，总承包方为宁夏江南集成科技有限
公司，建成后采用 1 回 35KV 电缆出线，接入项目北侧五丈原 110KV 变电站，并入宝鸡
市电网。
（三）标的公司资产和生产经营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的《陕
西常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 5-00019 号），常兴光伏公司
主要经营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54,000.57

117,135,473.15

184,258,716.32

负债总额

314,817.45

115,800,241.82

176,361,498.37

所有者权益

2,539,183.12

1,335,231.33

7,897,2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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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

-

-1,203,951.79

-5,825,013.38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因常兴光伏公司的上网电价未确定，尚不满足营业收入
的确认条件，故暂无营业收入。
（四）标的公司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陕西常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8】第 028 号）
，常兴光伏公司于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下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结果如下：
若已签订的农业大棚租赁合同未来年度能顺利执行，则在设定的评估目的下、在持
续经营、预测的发电量指标能够实现等假设条件下，常兴光伏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
基准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公允市场价值为 1,152.30 万元，评估值比账面净资
产增值 362.58 万元，增值率为 45.91%。
四、本次收购方案概述
公司拟以自筹资金 1,037.07 万元收购李武等三个自然人持有的常兴光伏公司合计
9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3,375 万元，实缴出资 1,173.70 万元），其中：公司分别以 169.01
万元收购李武持有的常兴光伏公司 14.667%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550.0125 万元，实缴出
资 97.9785 万元）
，以 169.01 万元收购王齐阳持有的常兴光伏公司 14.667%股权（对应
认缴出资 550.0125 万元，实缴出资 97.9785 万元）
，以 699.05 万元收购史宽厚持有的
常兴光伏公司 60.666%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2,274.975 万元，实缴出资 977.743 万元）
。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常兴光伏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认缴出资额

实缴出资额

应缴未缴出资

持股比

（万元）

（万元）

额（万元）

例（%）

法人股东

3,375

1,173.70

2,201.30

90

武

自然人股东

124.9875

124.9875

0

3.333

王齐阳

自然人股东

124.9875

124.9875

0

3.333

史宽厚

自然人股东

125.025

125.025

0

3.334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广西桂东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
李

4

合计

3,750

1548.70

2201.30

100

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或约定需要，拟对常兴光伏公司实缴注
册资本出资 2,201.30 万元。
本次投资所需资金由公司自筹解决。
五、《股权转让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李

武

乙方：王齐阳
丙方：史宽厚
丁方：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戊方：陕西常兴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
本次转让标的为甲、乙、丙方所持戊方的共 9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 3,375 万元,
实缴出资 1,173.70 万元，以下简称“目标股权”）。
（二）转让价款
各方经协商确认，丁方本次收购目标股权，需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1,037.07
万元（1,152.30 万元*90%=1,037.07 万元）。
（三）转让价款支付时间和方式
1、第一笔转让价款的支付：戊方已与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签订正式的《购售电合
同》，确定上网电价，且甲、乙、丙方配合戊方办理完成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起 5 日内，丁方支付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 49%，即人民币 508.16 万元。
2、股权转让总价款的 51%作为甲、乙、丙方对戊方 3 年业绩承诺及甲、乙、丙方本
协议项下承诺及履行相关义务的保证金，分三年支付。具体支付方式为：
业绩承诺期内，如戊方当年净利润达到本合同第九条约定承诺值且不违反本协议第
八条的陈述与保证时，丁方应自中介机构出具当年《审计报告》5 个工作日内，该年度
丁方向甲、乙、丙合计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7%，即人民币 176.30 万元。如戊方当年净利
润未达到本合同第九条约定承诺值，但甲、乙、丙方已按本协议约定履行现金补偿义务
的，丁方应自甲、乙、丙方完成现金补偿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该年度向甲、乙、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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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支付股权转让款的 17%，即人民币 176.30 万元。
3、每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丁方按照甲方 16.30%、乙方 16.30%、丙方 67.40%
支付至甲、乙、丙三方指定银行账户内。
（四）目标股权的交割及过渡期安排
自审计评估基准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起至戊方向丁方出具《出资证明书》并将
丁方登记于股东名册之日（以下简称“股权交割日”
），视为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戊方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以外的原因导致戊方资产价值非正常减少或债务总额非正常增加的，
就该资产价值非正常减少的部分，由甲、乙、丙方负责补足，债务总额非正常增加的部
分，由甲、乙、丙方负责共同偿还。甲、乙、丙方不补足或偿还的，丁方可直接从未付
转让价款中等额扣除。戊方截至股权交割日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新老股东共享。
（五）甲、乙、丙方的陈述与保证
1、目标股权除已质押给宁夏江南集成有限公司外，不存在其他质押担保、权属争
议、潜在纠纷或者隐患、第三方权利或权益、司法查封等任何权利受限制的情形，甲、
乙、丙方对目标股权拥有完全的处置权。
2、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大信审字[2018]第
5-00019 号）、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18]
第 028 号）中所列目标公司的全部资产均为戊方真实、完整、合法有效地取得，且权属
清晰，除《审计报告》所披露的情形外，不存在其它任何担保、权属争议、潜在纠纷或
者隐患、第三方权利或权益、司法查封、冻结等权利受限制的情形，也不存在上述《审
计报告》所确定负债之外的其他负债或者或有负债。
3、在完成目标股权工商变更登记之日前，戊方涉及员工的所有事宜均与丁方无关。
4、甲、乙、丙方承诺，如出现对项目用地的使用及戊方的正常经营造成影响的情
形，由甲、乙、丙方解决，由此导致的戊方损失，均由甲、乙、丙方承担且不得向戊方
追偿，戊方已补交或补充支付的款项，可向甲、乙、丙方追偿，甲、乙、丙方承担连带
支付责任。
5、截至本合同签订之日，标的项目工程结算价款为 161,650,000 元,除此之外，戊
方不需要支付其他工程价款。
（六）股权转让完成后的法人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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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戊方应当设立董事会。戊方的董事会由 3 人组成，其中：甲方推荐 1 人、丁方
推荐 2 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
2、戊方不设监事会，设监事 1 名，由甲、乙、丙方指定的人选担任。
3、丁方推荐财务总监 1 名，由董事会聘任。
（七）关于股权转让价款的特别约定
1、甲、乙、丙方确认，存在如下可能对股权转让价款产生影响的因素：
本协议签订时，戊方尚未签订正式的购售电合同，电价暂无法确认，《评估报告》
现按照 0.82 元/度的电价进行评估，如购售电合同签订后，电价变化的，则《评估报告》
的结果将发生变化。甲、乙、丙、丁方同意，参照丁方按照新电价计算的戊方股权净资
产值（以下称股权转让价款参照值）确定股权转让价款。股权转让价款参照值的计算方
式为：
股权转让价款参照值=丁方计算结果×丁方持股比例
2、甲、乙、丙方确认，出现 8.1.1 条约定的事项导致《评估报告》结果变化时，
按照如下方式调整：
（1）如根据丁方计算结果，戊方净资产小于 2.1.2 条确定的评估净资产值，则丁
方应付股权转让价款相应减少；
（2）如根据丁方计算结果，戊方净资产大于 2.1.2 条确定的评估净资产值，则股
权转让价款相应增加。
3、本合同项下，如涉及调整股权转让价款而导致丁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高于
丁方应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的，则甲、乙、丙方应在收到丁方通知之日起 5 日内退还差
额部分；如涉及调整股权转让价款而导致丁方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低于丁方应支付的
股权转让价款的，则丁方应在收到甲乙丙任何一方的通知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剩余转让价
款。
4、如发生 8.1.2、8.1.3、8.1.4、8.1.5 条约定的情形导致戊方债务增加或需要补
缴税款，则按照第五条约定的相关方式进行处理，由甲、乙、丙方承担。甲、乙、丙方
不承担的，丁方可要求等额调减应付股权转让价款，丁方尚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可
等额扣除；丁方已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甲、乙、丙方应承担连带退还责任。
应调减金额=戊方债务增加金额×股权转让完成后丁方持股比例
（八）业绩承诺及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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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乙、丙方承诺：在不考虑股权转让后目标公司产生的筹资费用及其抵减当
期所得税费后的差额部分对净利润影响的情况下，目标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度（前述年度以下称为承诺期）经审计并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税后净利润每年均不低
于 1,500 万元人民币。
2、如目标公司在上述业绩承诺期内任一年度实现的税后净利润低于承诺的税后净
利润，则甲、乙、丙方应向丁方作出业绩现金补偿，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补偿金额=[（截止当期期末累计的税后净利润承诺合计数-目标公司截止当期期末
累计实际税后净利润合计数）÷承诺期内承诺的税后净利润合计数]×股权转让价款总
额–以前期间累计已补偿金额。
现金补偿应在每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或每年的 5 月 31 日前（以先到的时
间为准），转入丁方指定的银行账户。甲、乙、丙方对丁方的上述现金补偿义务承担无
限连带责任。
（九）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在本合同中作出虚假陈述或保证，或未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履行义务，均构
成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继续履行本合同，除合同中已约定的违约责任外，违约
方还需向守约方支付 150 万元的违约金；如经守约方书面通知，违约方未能按守约方的
要求做出有效补救的，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违约方再支付 50 万元的违
约金，如违约金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的经济损失，违约方还应全额赔偿守约方的损失。
（十）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以下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戊方已与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签订正式的《购售电合同》，确定上网电价。
2、丁方、丙方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在本合同上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或
合同专用章），甲、乙、丙方在本合同上签字。
3、 本次收购股权事宜经丁方董事会审议通过。
4、甲、乙、丙方已就转让所持戊方股权事项形成股东会决议，且所持戊方股权已
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六、本次对外投资目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收购常兴光伏公司股权，是公司抓住国家电力体制改革机遇，扩大电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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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规模，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需要。
2、本次《股权转让合同》的生效及履行存在解除股权质押、签订《购售电合同》
并确定电价等前提条件（如上述主要合同条款），能否顺利履行将对本次投资收购产生
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桂东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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