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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报告中，除非另有特殊说明，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意义： 

公司、国投电力、本公司 指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国投集团 指 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本次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

为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国家发改委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雅砻江水电 指 雅砻江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两河口水电站 指 两河口水电站 6×50 万千瓦机组项目 

装机容量、装机 指 发电设备的额定功率之和 

总装机容量 指 某公司及其参、控股的已运行电厂的装机容量的总和 

发电量 指 

发电机组经过对一次能源的加工转换而生产出的有功

电能数量，即发电机实际发出的有功功率与发电机实

际运行时间的乘积 

报告期、最近三年及一期、近三年

及一期 
指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2021 年 1-3 月 

公司章程 指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注：本预案中若出现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总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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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为 36.33 亿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单位：亿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两河口水电站项目 664.57 18.00 

2 补充流动资金 - 18.33 

 合计 - 36.33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

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

以置换。 

若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按照项目的

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

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将投资两河口水电站项目，对雅砻

江水电基地的“一库七级”的整体开发进行有效补充，对改善四川电网枯期水电

出力不足、缓解四川电网结构性缺电矛盾、优化四川电网电源结构具有较大作用，

同时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 

同时，公司通过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更好地满足公司生产、运

营的日常资金周转需要，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为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开展提供资

金支持。公司的财务结构也将得到优化，偿债能力得到改善，有利于减轻公司债

务负担，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具体分析如下： 

（一）两河口水电站项目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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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充分发挥梯级补偿效益、优化四川省电网电源结构、带动当地产业发

展 

《四川省“十三五”能源发展规划》指出：“四川省有调节能力的龙头水库

电站建设相对滞后，占水电装机规模比重仅为 34%，电力开发结构性矛盾亟需解

决”。因此，四川省需要加快调节性能好的大型水电站的开发，增加流域梯级的

整体调节性能。 

雅砻江干流系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其中中游河段规划按两河口、牙根一级、

牙根二级、楞古、孟底沟、杨房沟和卡拉“一库七级”开发。两河口水电站水库

具有多年调节能力，其下游电站的开发建设可使两河口水电站的梯级补偿效益得

到充分体现，有利于促进雅砻江水电基地的整体开发。两河口水电站运行后，对

改善四川电网枯期水电出力不足、缓解四川电网结构性缺电矛盾、优化四川电网

电源结构具有较大作用。 

（2）提升雅砻江水电及上市公司的整体实力和盈利能力 

两河口水电站规划安装 6 台 50 万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年设计发电量 110 亿千瓦时。两河口水电站项目完成后，雅砻江水电的

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公司通过持股雅砻江水电，将分享雅砻江水电经营业绩

增长所带来收益，带动公司清洁能源发展战略的实施，并增强公司竞争力及盈利

能力。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国务院印发的《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可再生能

源“十二五”发展规划》及《水电“十二五”发展规划》均将两河口水电站列为

“十二五”时期重点开工建设项目。另外，《四川省“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

将两河口水电站列为四川省“十二五”规划新开工建设项目。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坚

持生态优先、统筹规划、梯级开发，有序推进流域大型水电基地建设，加快建设

龙头水电站，控制中小水电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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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2020 年我国水电发电量为 13,552 亿千瓦时，

占全口径发电量比例为 17.78%；我国水电装机容量为 37,016 万千瓦，占全口径

装机容量比例 16.82%，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还有较广阔的发展前景。 

国家能源局下发的《水电发展“十三五”规划（2016-2020 年）》指出，“十

三五”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以适应新能源大规模开发需要，保障电力系统

安全运行。继续做好金沙江中下游、雅砻江、大渡河等水电基地建设工作。基本

建成长江上游、黄河上游、乌江、南盘江红水河、雅砻江、大渡河六大水电基地，

总规模超过 1 亿千瓦。 

因此，国家鼓励发展水电行业的各项政策为两河口水电站项目的实施提供了

良好的政策环境及有力的保障，水电行业面临着良好的市场前景，并为雅砻江水

电及国投电力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2）雅砻江水电拥有丰富的项目开发经验及深厚的技术积累，为该项目实

施提供了有力保障。 

雅砻江水电的主营业务为水力发电，经国家发改委发改办能源[2003]1052 号

文件授权，雅砻江水电负责实施雅砻江水能资源的开发，并全面负责雅砻江梯级

水电站的建设与管理。雅砻江干流规划开发 22 级电站，规划可开发装机容量

3,000 万千瓦，在全国规划的十三大水电基地中，装机规模排名第三。 

截至 2020 年末，雅砻江水电的已投产装机规模达 1,470 万千瓦。其中下游

锦屏一级、锦屏二级、官地水电站、桐子林水电站、二滩水电站已全部投产发电；

中游两河口水电站、杨房沟水电站在建；卡拉水电站、孟底沟水电站相继核准；

牙根一级、牙根二级、楞古 3 个水电站前期工作有序推进；上游“一库十级”规

划工作已启动。因此，雅砻江水电已成功运营多个水电站项目，其丰富的水电站

开发、运营经验及深厚的技术积累，将成为该项目实施的有力保障，该项目具有

较大的可行性。 

（二）补充流动资金 

1、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1）减轻债务负担，改善财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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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充足的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长期健康、稳定的发展，保障公司经营活动

的顺利开展。 

为了保障公司业务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本次补充流动资金，公司资产总额及

净资产将得到显著提升，公司的财务结构得到优化，偿债能力也将得到改善，有

利于减轻公司债务负担，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有

力保障。 

（2）增强资金实力，提高抗风险能力 

公司日常经营面临市场环境变化、流动性风险、国家信贷政策变化、重大突

发事件等多种风险，因此，公司需要通过补充流动资金来提高公司资金实力，优

化财务结构，降低财务成本，提高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

持续保障。 

综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可以更好地满足公

司生产、运营的日常资金周转需要，增强公司资金实力，为公司各项经营活动的

开展提供资金支持，也可为公司人才引进、科技创新和技术研发等方面提供持续

性的支持，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1）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符合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具有可行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资产负债率将有所降低，有利于改善公司

资本结构，降低财务风险，提升盈利水平，提高持续发展能力。 

（2）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公司治理规范、内控完善 

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标准建立了以法人治理结构为核心的现代企业

制度，并通过不断改进和完善，形成了较为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和完善的内部控

制环境。 

在募集资金管理方面，公司按照监管要求建立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

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投向变更、检查与监督等进行了明确规



7 

 

定。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续监督公司对募集资金的

存储及使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两河口水电站项目 

1、项目概况 

两河口水电站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的雅砻江干流上。电站

安装 6 台 50 万千瓦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300 万千瓦，年设计发电

量 110 亿千瓦时。 

电站枢纽由拦河坝、泄洪放空、引水发电等建筑物组成。拦河坝为土质心墙

堆石坝，最大坝高 295 米。水库正常蓄水位 2,865 米，死水位 2,785 米，总库容

107.67 亿立方米，调节库容 65.6 亿立方米，具有多年调节能力。根据国务院批

复的长江流域综合规划（2012-2030 年），电站 7 月份预留最大防洪库容 20 亿立

方米，相应水位 2,845.9 米。 

两河口水电站项目动态总投资 664.57 亿元。 

2、项目投资及预计经济效益 

根据《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关于四川省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项目（申请报

告）的核准评估报告》，两河口水电站资本金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8％，投资

回收期为 22 年。 

3、项目实施主体及实施方式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雅砻江水电，实施方式为向雅砻江水电增

资。 

4、项目实施地点 

两河口水电站项目的实施地点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境内的雅

砻江干流上。 

5、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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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 13 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同意四川

雅砻江两河口和杨房沟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的复函》（发改办能源[2012]2252

号），同意两河口水电站开展前期工作。两河口水电站项目已经取得的主要备案

及审批情况如下： 

序

号 
审批事项 项目批文 批复单位 取得时间 

1 立项审批 

《国家发改委关于四川雅砻江两河口

水电站项目核准的批复》（发改能源

[2014]2060 号） 

国家发展与改

革委员会 
2014.09.04 

2 建设用地批复 

《自然资源部关于雅砻江两河口水电

站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自然资字

[2019]795 号） 

自然资源部 2019.12.31 

3 环评审批 

《关于四川省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13]327

号） 

环境保护部 2013.12.20 

（二）补充流动资金 

基于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公司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18.33 亿元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以满足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优

化公司资本结构，增强公司资本实力。 

四、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围绕公司主营业务展开，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

及未来公司整体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综合实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对雅砻江水电基地的“一库七级”的整体开发进行有效补充，对改

善四川电网枯期水电出力不足、缓解四川电网结构性缺电矛盾、优化四川电网电

源结构具有较大作用。此外，本次发行将有效提高公司的资金实力，有力支持公

司主营业务开拓，巩固公司领先的市场地位，提高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进一步提高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有利于提高公司持续发展能力及抗风险能

力，为未来长期发展奠定基础，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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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将有所增

长，营运资金将得到进一步充实，公司资产负债率进一步下降，财务结构进一步

优化，有效降低公司的财务风险，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股本总额将即时增加，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产生效益需要一定时间，因此，公司的每股收益短期内存在被摊薄的

风险。但长期来看，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较强的盈利能

力，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的主营收入与利润规模，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和核

心竞争力。 

 

 

 

国投电力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