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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附屬公司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保利協鑫董事會及協鑫新能源董事會聯合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交易時
段後），河南協鑫新能源及蘇州協鑫新能源（均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公
司）（作為該等賣方）與三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買方）訂立首批該等購股協議。根
據首批該等購股協議，相關賣方同意（其中包括）向買方出售分別於開封華鑫、三門峽
協立、確山追日及商水協鑫的全部股權以及分別於南召鑫力及台前協鑫的50%股權。

於訂立該等交易後，協鑫新能源集團與買方將進一步探索其他合作機會，包括但不限
於有關協鑫新能源集團於中國現有的光伏電站及將予發展的新光伏電站的合作機會。
協鑫新能源與買方正積極推進上述合作，雙方計劃在不久的將來能達成及落實簽署更
多出售及共同發展光伏電站事宜的協議。

該等交易所得款項的用途

該等交易的現金所得款項淨額預計為約人民幣927,565,880元（等於代價總額約人民幣
364,650,000元加總應付款項約人民幣562,915,880元，相關稅項及交易成本可忽略不
計），而協鑫新能源擬將有關款項用於償還其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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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的涵義

保利協鑫

由於首批出售事項代價總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故訂立首批出售
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保利協鑫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
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協鑫新能源

由於首批出售事項代價總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故訂立首批出售
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協鑫新能源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
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1. 緒言

保利協鑫董事會及協鑫新能源董事會聯合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交易時
段後），河南協鑫新能源及蘇州協鑫新能源（均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
公司）（作為該等賣方）與三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作為買方）訂立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根據首批該等購股協議，相關賣方同意（其中包括）向買方出售分別於開封華鑫、三
門峽協立、確山追日及商水協鑫的全部股權以及分別於南召鑫力及台前協鑫的50%
股權。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i)開封華鑫、三門峽協立、確山追日及商水協鑫由相關賣方全
資擁有，而(ii)南召鑫力及台前協鑫由河南協鑫新能源擁有50%的股權。於首批出售
事項完成後，(i)開封華鑫、三門峽協立、確山追日及商水協鑫將由買方擁有100%的
股權；(ii)南召鑫力將分別由買方及南召縣金富光伏服務有限公司（「南召縣金富」，
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獨立第三方）擁有50%及50%的股權；(iii)台前協鑫將分別
由買方及濮陽興業新能源有限公司（「濮陽興業」，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獨立第三
方）擁有50%及50%的股權；及(iv)所有該等目標公司將不再為保利協鑫集團及協鑫新
能源集團的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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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i) 該等賣方： (a) 河南協鑫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b) 蘇州協鑫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

(ii) 買方： 三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就保利協鑫董事及協鑫新能源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買
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以及彼等之關連人士的第
三方。

將予出售資產

相關賣方將向買方出售銷售股份，即分別於開封華鑫、三門峽協立、確山追日及商
水協鑫的全部股權以及分別於南召鑫力及台前協鑫的50%股權。

該等目標公司擁有位於中國的6座已營運光伏電站，總併網容量為約321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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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載各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的目標公司：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目標公司

I 開封華鑫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

II 三門峽協立光伏電力有限公司

III 確山追日新能源電力有限公司

IV 商水協鑫光伏電力有限公司

V 南召鑫力光伏電力有限公司

VI 台前協鑫光伏電力有限公司

有關該等目標公司的進一步資料，請參閱下文「有關該等目標公司的資料」一節。

代價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的代價總額為約人民幣364,6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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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載各目標公司之代價：

首批該等購股
協議 目標公司 代價

人民幣元

I 開封華鑫 -54,100,000（附註）

II 三門峽協立 38,900,000
III 確山追日 48,700,000
IV 商水協鑫 220,000,000
V 南召鑫力 88,500,000
VI 台前協鑫 22,650,000

總計 364,650,000

附註：

(1) 有關負代價將以買方根據商水協鑫購股協議應向河南協鑫新能源支付的二期付款抵
銷；

(2) 負代價僅反映因下文「代價基準」一節第(v)段所載因素開封華鑫單獨應佔的代價。

代價基準

代價乃由該等賣方與買方經公平磋商後作為整體打包交易釐定，當中已考慮（其中包
括）：

(i) 各目標公司於基準日（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資產淨值；

(ii) 該等目標公司於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財政年度的盈利能力，有關詳情請參見本聯合公告內「有關該等目標公司的資
料」一節；

(iii) 下文「進行該等交易的理由及裨益」一段所闡述進行首批出售事項的理由；

(iv) 各目標公司於基準日的現金流量狀況；及

(v) （僅適用於開封華鑫）(a)開封華鑫持有的兩個光伏電站項目於中國相關政府機關
的建設備案規模分別為20兆瓦及100兆瓦，升壓站、送出線路等相關基建工程按
照合共120兆瓦規模設計及建造，但於本聯合公告日期開封華鑫項目只建成及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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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20兆瓦光伏電站項目。因此，升壓站、送出線路等相關基建工程的投資並未
產生相應的投資收益。這導致開封華鑫於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止三個年度
分別錄得淨虧損約人民幣271萬元、人民幣459萬元及人民幣301萬元；(b)開封
華鑫的預期日後虧損削弱買方收購開封華鑫（作為獨立交易）的意慾；及(c)開封
華鑫根據開封華鑫購股協議向蘇州協鑫新能源支付的應付款項所產生的現金流
入。因此，該等交易涉及捆綁出售由五家其他目標公司經營的光伏電站（均為盈
利狀態且實現與國家電網全面併網）以及由開封華鑫經營的電站（對買方而言較
不具吸引力），協定以負代價出售開封華鑫。

代價付款安排

經計及開封華鑫購股協議項下的負代價（將以買方根據商水協鑫購股協議應向河南協
鑫新能源支付的二期付款抵銷）後，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的代價總額應由買方按以
下方式以現金支付予相關賣方：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目標公司 首期付款 二期付款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I 開封華鑫 不適用 不適用
II 三門峽協立 19,450,000 19,450,000
III 確山追日 24,350,000 24,350,000
IV 商水協鑫 110,000,000 55,900,000*
V 南召鑫力 44,250,000 44,250,000
VI 台前協鑫 11,325,000 11,325,000

總計 209,375,000 155,275,000

* 人民幣55,900,000元相當於河南協鑫新能源根據商水協鑫購股協議應收的實際二期付
款（經自商水協鑫購股協議項下的初始二期付款人民幣110,000,000元扣除開封華鑫購
股協議項下的負代價人民幣54,10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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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期付款（適用於所有該等
目標公司（開封華鑫除
外））：

在以下條件達成之日起五日內，買方應向相關賣方支
付人民幣209,375,000元（「首期付款」）：

(i) 簽署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ii) （僅適用於南召鑫力及台前協鑫）就批准首批出售
事項及豁免彼等各自的優先購買權獲得該等目標
公司現有股東（該等賣方除外）的書面同意；

(iii) 協鑫新能源已就該等交易取得董事會批准；及

(iv) 南京協鑫新能源以蘇州協鑫新能源的約4.4%股權
向買方提供質押，以擔保該等賣方根據首批該等
購股協議履約。

二期付款（適用於所有該等
目標公司（開封華鑫除
外））：

在以下條件達成之日起五日內，買方應向相關賣方支
付人民幣155,275,000元（「二期付款」）：

(i) 根據首批該等購股協議的條款移交公司文件、資
料及資產並簽署移交確認書；及

(ii) 完成工商登記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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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付款項的付款安排

下表載列每份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各目標公司於基準日的應付款項的賬面值：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該等目標公司 應付款項
人民幣元

I 開封華鑫 216,812,312
II 三門峽協立 16,164,651
III 確山追日 86,332,727
IV 商水協鑫 116,065,095
V 南召鑫力 77,834,055
VI 台前協鑫 49,707,040

總計 562,915,880

買方應促使該等目標公司自交割日起逐步向有關賣方償還總應付款項及其利息，及
於任何情況下於交割日審計報告出具起計十個營業日內悉數償還。

過渡期安排

倘交割於基準日起計120日（「截止日期」）內完成，該等目標公司所產生的溢利及虧損
應由買方及交割後該等目標公司的餘下股東（如適用）按彼等在交割後分別於該等目
標公司持有的股權享有或承擔。倘交割未能於截止日期內完成，該等賣方及買方同
意另行商定該等目標公司於截止日期後按延期交割天數釐定的溢利及虧損的歸屬情
況。訂約方應於交割日起計10個營業日內完成交割審計，而過渡期該等目標公司實
際產生的溢利及虧損將由買方及該等目標公司的餘下股東（如適用）享有或承擔，將
根據交割日審計報告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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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承諾

該等賣方及買方同意遵守以下承諾：

(i) 於交割完成或首批該等購股協議日期（視情況而定）起計30日內，買方承諾提供
擔保置換或促使該等目標公司提前償還彼等結欠金融機構的負債，以解除該等
賣方或其關聯方就有關負債提供的現有擔保；

(ii) 該等賣方承諾將根據首批該等購股協議的條款及條件促使該等目標公司的所有
第三方債務人（即該等目標公司除該等賣方及其各自關聯方以外的債務人）償還
彼等結欠相關目標公司的債務（國家補助除外）；

(iii) 買方有權讓該等目標公司自總應付款項中扣減合共人民幣1,587,000元，以悉數
解除該等賣方各自關於整改該等目標公司光伏電站工程及設備若干質量事宜的
責任；

(iv) 買方有權讓該等目標公司自總應付款項中預扣合共人民幣36,531,600元，以擔
保該等賣方對該等目標公司若干合規事宜進行整改。於相關賣方就各合規未盡
之處整改後五日內，買方應向相關賣方支付自總應付款項中預扣的相應款項；

(v) 買方有權自總應付款項中扣減過渡期該等目標公司的任何異常減值虧損或開
支；

(vi)（僅適用於南召鑫力）河南協鑫新能源同意南召鑫力可自總淨應付款項中預扣金
額約人民幣7,677,020元（即南召鑫力應付南召鑫力獨立第三方工程、採購及施
工（「EPC」）承包商（「EPC承包商」）的EPC費用的有爭議未清償結餘）（「有爭議結
餘」）。倘EPC承包商與南召鑫力共同協定的EPC費用實際未清償結餘（「最終結
餘」）高於有爭議結餘，河南協鑫新能源承諾向南召鑫力支付有關超出金額。倘
最終結餘低於有爭議結餘，南召鑫力承諾向河南協鑫新能源償還有關超出金
額；及

(vii) 如出現任何其他情形可能導致該等賣方須向買方或該等目標公司作出任何賠償
或補償，買方有權(i)自總應付款項中預扣有關賠償或補償的預計金額（買方或該
等目標公司將其後向該等賣方償還任何超出金額，及該等賣方將其後向買方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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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目標公司支付任何不足金額）及╱或(ii)要求該等賣方向買方或該等目標公
司支付有關賠償或補償的實際金額。

先決條件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應在買方與相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完成該等目標公司資產
評估的有關審查和備案手續後生效。

根據各首批該等購股協議完成工商登記手續須待下列先決條件達成後，方可作實：

(i) 買方已向相關賣方支付首期付款；

(ii) 有關銷售股份的所有質押已獲解除且解除該等質押的相關工商登記手續已經完
成；及

(iii) 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已就該等交易取得各自的董事會批准及股東批准（如適
用）。

交割

於交割日前三日內，(i)相關賣方應通過批准變更買方所委任該等目標公司董事、監
事及高級管理層的決議案，(ii)該等目標公司應與相關賣方指定方就經營及管理該等
目標公司的光伏電站訂立經營及管理協議，及(iii)買方應提供完成工商登記手續所需
的一切文件。於所有先決條件達成後三日內，該等目標公司應向中國政府當局提供
相關備案資料以完成工商登記手續。

工商登記手續完成後，各目標公司新營業執照所載的核發日期應為各首批該等購股
協議項下擬進行的各項交易的交割日。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的相關保證安排

協鑫新能源將向買方提供擔保，以擔保（其中包括）該等賣方於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
下的履約責任。買方應於交割日起計一年內解除有關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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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該等購股協議的相關抵押安排

南京協鑫新能源將向買方質押其於蘇州協鑫新能源的約4.4%股權，以擔保該等賣方
於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的交割責任。有關質押應於買方支付首期付款前完成，買
方應於交割日解除有關質押。

3. 有關首批該等購股協議訂約方的資料

保利協鑫集團

保利協鑫為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保利協鑫的主要業務為投
資控股。

保利協鑫集團主要從事製造及銷售多晶硅及硅片產品，以及發展及經營光伏電站。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保利協鑫持有協鑫新能源已發行股本約53.34%的權益。

協鑫新能源集團

協鑫新能源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為一家獲豁免有限公司。協鑫新能源的主要業務為投
資控股。

協鑫新能源集團主要從事電力銷售、光伏電站的開發、建設、經營及管理。於本聯
合公告日期，協鑫新能源由保利協鑫擁有約53.34%的權益。

河南協鑫新能源

河南協鑫新能源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
間接附屬公司。河南協鑫新能源由蘇州協鑫新能源全資擁有，而蘇州協鑫新能源由
協鑫新能源擁有約92.82%的權益。河南協鑫新能源主要於中國從事光伏電站的開
發、經營及管理。

蘇州協鑫新能源

蘇州協鑫新能源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並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
間接附屬公司。蘇州協鑫新能源由協鑫新能源間接擁有約92.82%的權益。蘇州協鑫
新能源間接持有協鑫新能源於中國的大多數光伏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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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買方的資料

買方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買方主要從事（其中包括）資產管理。

買方由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中國三峽集團」，為中國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
理委員會全資擁有的國有企業）全資擁有。中國三峽集團主要從事（其中包括）開發、
投資及經營風能及太陽能。

就保利協鑫董事及協鑫新能源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買
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立於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以及彼等各自之關連人士的
第三方。

5. 有關該等目標公司的資料

下表載列各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該等目標公司的資料：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目標公司 有關該等目標公司的資料

I 開封華鑫 開封華鑫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於中國從事光伏電站的運營。開封
華鑫由蘇州協鑫新能源全資擁有，並為保利
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公司。

II 三門峽協立 三門峽協立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於中國從事光伏電站的運營。三門
峽協立由蘇州協鑫新能源全資擁有，並為保
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公司。

III 確山追日 確山追日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於中國從事光伏電站的運營。確山
追日由河南協鑫新能源全資擁有，並為保利
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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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目標公司 有關該等目標公司的資料

IV 商水協鑫 商水協鑫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於中國從事光伏電站的運營。商水
協鑫由河南協鑫新能源全資擁有，並為保利
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公司。

V 南召鑫力 南召鑫力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於中國從事光伏電站的運營。南召
鑫力由河南協鑫新能源及南召縣金富（保利
協鑫及協鑫新能源各自的獨立第三方）分別
持有50%權益，並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
的間接附屬公司。

VI 台前協鑫 台前協鑫為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主要於中國從事光伏電站的運營。台前
協鑫由河南協鑫新能源及濮陽興業（保利協
鑫及協鑫新能源各自的獨立第三方）分別持
有50%權益，並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
間接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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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載列該等目標公司根據中國會計準則編製的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財政年度的經審計財務報表及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未經審
計財務報表摘要：

首批該等
購股協議 目標公司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除稅前溢利 除稅後溢利 除稅前溢利 除稅後溢利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I 開封華鑫 (3,014) (3,014) (4,586) (4,586)
II 三門峽協立 3,047 2,253 2,497 2,497
III 確山追日 8,735 7,597 9,483 9,483
IV 商水協鑫 35,642 35,642 25,776 25,766
V 南召鑫力 42,633 42,633 27,828 27,823
VI 台前協鑫 8,342 8,342 6,611 6,611

該等目標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經審計資產淨值及於基準日（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經審計資產淨值分別為約人民幣584,335,168元及約人民幣
589,041,548元。

6. 該等交易的財務影響

於交割日後，該等目標公司將不再為保利協鑫集團及協鑫新能源集團的附屬公司，
且該等目標公司的溢利及虧損以及資產及負債將不再併入保利協鑫集團及協鑫新能
源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預計保利協鑫集團及協鑫新能源集團就首批出售事項將產生虧
損淨額約人民幣150,995,133元，該虧損乃參照代價總額約人民幣364,650,000元，及
基於該等目標公司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未經審計財務報表計算得出歸屬
於已出售銷售股份的資產淨值約人民幣515,645,133元之間的差額而計算（經扣除相關
交易成本）。保利協鑫集團及協鑫新能源集團將須就首批出售事項錄得的實際虧損進
行審計，並將於首批出售事項完成後予以重新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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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該等交易所得款項的用途

該等交易的現金所得款項淨額預計為約人民幣927,565,880元（等於代價總額約人民幣
364,650,000元加總應付款項約人民幣562,915,880元，相關稅項及交易成本可忽略不
計），而協鑫新能源擬將有關款項用於償還其債務。

8. 進行該等交易的理由及裨益

作為其「轉型升級」發展目標的一環，保利協鑫透過其附屬公司協鑫新能源持續推進
輕資產模式轉型。於完成該等交易後，該等目標公司將不再為保利協鑫集團及協鑫
新能源集團的附屬公司，且該等目標公司的溢利及虧損以及資產及負債將不再併入
保利協鑫集團及協鑫新能源集團的綜合財務報表。保利協鑫集團及協鑫新能源集團
的負債將下降約人民幣1,294,347,000元。同時，該等交易所得之現金約人民幣
927,565,880元將用於進一步償還債務，按協鑫新能源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
日之未經審計財務報表計算，協鑫新能源集團之資產負債率將降低約1%，從而有效
降低財務風險。

保利協鑫（透過協鑫新能源）擬加大與國內中央管理企業及地方國有企業的戰略合作
（包括買方），以實現輕資產模式。於訂立該等交易後，協鑫新能源集團與買方將進
一步探索其他合作機會，包括但不限於有關協鑫新能源集團於中國現有的光伏電站
及將予發展的新光伏電站的合作機會。協鑫新能源與買方正積極推進上述合作，雙
方計劃在不久的將來能達成及落實簽署更多出售及共同發展光伏電站事宜的協議。

基於上述理由及經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協鑫新能源董事相信並認為，該等交易的
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實屬公平合理，且訂立首批該等購股協議符合協鑫新
能源及協鑫新能源股東的整體利益。

基於協鑫新能源董事的意見及經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後，保利協鑫董事相信並認為，
該等交易的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實屬公平合理，且訂立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符合保利協鑫及保利協鑫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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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市規則的涵義

保利協鑫

由於首批出售事項代價總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故訂立首批出
售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保利協鑫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協鑫新能源

由於首批出售事項代價總額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超過5%但低於25%，故訂立首批出
售事項構成上市規則第14章項下協鑫新能源的須予披露交易，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

10. 釋義

於本聯合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應付款項」 指 相關首批該等購股協議所載各目標公司於基準日
應付該等賣方及其關聯方（（如適用）包括保利協鑫
及協鑫新能源的其他附屬公司）的款項

「營業日」 指 中國的銀行開門辦理一般商業業務的日子（不包括
星期六、星期日或中國公眾假期）

「工商登記手續」 指 於中國相關工商局就各目標公司有關董事、監
事、高級管理人員及股東變動的登記手續及有關
該等交易的其他相關備案程序

「交割」 指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該等交易的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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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割日審計報告」 指 由買方所委任的審計機構根據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就審計該等目標公司於交割日的財務狀況而編製
的交割日審計報告

「交割日」 指 目標公司（該等目標公司）於完成工商登記手續後
的新營業執照所載的核發日期

「先決條件」 指 本聯合公告「先決條件」一節所載的條件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代價」 指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擬進行交易的代價

「首批出售事項」 指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該等賣方擬向買方出售銷
售股份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 指 開封華鑫購股協議、三門峽協立購股協議、確山
追日購股協議、商水協鑫購股協議、南召鑫力購
股協議及台前協鑫購股協議

「保利協鑫」 指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
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
份代號：3800）。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保利協鑫於
協鑫新能源已發行股本中擁有約53.34%權益

「保利協鑫董事會」 指 保利協鑫董事會

「保利協鑫董事」 指 保利協鑫董事

「保利協鑫集團」 指 保利協鑫及其附屬公司

「保利協鑫股東」 指 保利協鑫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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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鑫新能源」 指 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百慕達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
號：451）

「協鑫新能源董事會」 指 協鑫新能源董事會

「協鑫新能源董事」 指 協鑫新能源董事

「協鑫新能源集團」 指 協鑫新能源及其附屬公司

「協鑫新能源股東」 指 協鑫新能源股東

「河南協鑫新能源」 指 河南協鑫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為保利協鑫
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開封華鑫」 指 開封華鑫新能源開發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由蘇州協鑫
新能源全資擁有及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
接附屬公司

「開封華鑫購股協議」 指 蘇州協鑫新能源與買方就出售開封華鑫全部股權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兆瓦」 指 兆瓦

「南京協鑫新能源」 指 南京協鑫新能源發展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
接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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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召鑫力」 指 南召鑫力光伏電力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由河南協鑫新能源擁有50%權益
及由南召縣金富（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各自的獨
立第三方）擁有50%權益，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為保
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公司

「南召鑫力購股協議」 指 河南協鑫新能源與買方就出售南召鑫力50%股權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聯合公告而言，不包括香
港、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買方」 指 三峽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有限
責任公司，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獨立第三
方

「確山追日」 指 確山追日新能源電力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由河南協鑫
新能源全資擁有及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
接附屬公司

「確山追日購股協議」 指 河南協鑫新能源與買方就出售確山追日全部股權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基準日」 指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銷售股份」 指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有關賣方所持有開封華鑫、三
門峽協立、確山追日及商水協鑫各自的全部股權
以及南召鑫力及台前協鑫各自的50%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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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門峽協立」 指 三門峽協立光伏電力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由蘇州協鑫
新能源全資擁有及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
接附屬公司

「三門峽協立購股協議」 指 蘇州協鑫新能源與買方就出售三門峽協立全部股
權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
議

「賣方（該等賣方）」 指 河南協鑫新能源及蘇州協鑫新能源

「商水協鑫」 指 商水協鑫光伏電力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由河南協鑫新
能源全資擁有及為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
附屬公司

「商水協鑫購股協議」 指 河南協鑫新能源與買方就出售商水協鑫全部股權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蘇州協鑫新能源」 指 蘇州協鑫新能源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
的有限責任公司，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為保利協鑫
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公司

「台前協鑫」 指 台前協鑫光伏電力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成立的
有限責任公司，由河南協鑫新能源擁有50%權益
及由濮陽興業（保利協鑫及協鑫新能源各自的獨立
第三方）擁有50%權益，於本聯合公告日期為保利
協鑫及協鑫新能源的間接附屬公司

「台前協鑫購股協議」 指 河南協鑫新能源與買方就出售台前協鑫50%股權
於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訂立的股權轉讓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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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公司（該等目標
公司）」

指 為首批出售事項標的之六家目標公司，其詳情載
於本聯合公告「有關該等目標公司的資料」一節

「總應付款項」 指 所有該等目標公司的應付款項

「該等交易」 指 首批該等購股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過渡期」 指 基準日至交割日期間

「%」 指 百分比

承保利協鑫董事會命
GCL-Poly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共山

承協鑫新能源董事會命
GCL New Energy Holdings Limited

協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朱鈺峰

香港，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保利協鑫董事會包括保利協鑫執行董事朱共山先生（主席）、朱戰軍
先生、朱鈺峰先生、孫瑋女士、楊文忠先生、蔣文武先生及鄭雄久先生；以及保利協鑫
獨立非執行董事何鍾泰博士、葉棣謙先生、沈文忠博士及黃文宗先生。

於本聯合公告日期，協鑫新能源董事會包括協鑫新能源執行董事朱鈺峰先生（主席）、劉
根鈺先生及胡晓艷女士；協鑫新能源非執行董事孫瑋女士、楊文忠先生及方建才先生；
以及協鑫新能源獨立非執行董事王勃華先生、徐松達先生、李港衛先生、王彥國先生及
陳瑩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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