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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四川能投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Sichuan Energy Investment Development Co., Ltd.*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1713）

展示文件 
2021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

本公告乃四川能投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
券上市規則第19A.50條作出。

茲載列本公司在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http://www.gsxt.gov.cn）上刊登之《四川
能投發展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報告》（「2021年度企業年度報告書」），2021年度企
業年度報告書是根據企業信息公示相關要求進行的申報及公示，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四川能投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熊林

中國四川省成都，2022年5月 12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熊林先生、李暉先生及謝佩樨女士；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為韓春紅女士、李彧女士、梁紅女士及呂豔女士；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
為郭建江先生、何真女士、王鵬先生及李堅教授。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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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年报信息由该企业提供，企业对其年报信息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基本信息

 91510115582624410F 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温江区人和路789号 611130

 028-86299666  db@scntgf.com

 企业选择不公示 企业选择不公示

 开业 企业选择不公示

 否 是

 否  否

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电网、电源的开发建设及经营管理；生产、销售电力产品；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及咨询服务；电力设施设备的安

装、调试、维修及电气设备检验、材料销售（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品，涉及配额及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有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首页 企业信息填报 信息公告 使用帮助 导航 13908...

企业信用信息 |  经营异常名录 |  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请输入企业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注册号

2021年度报告 0条修改记录 填报时间:2022年04月15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 企业名称：.

企业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企业联系电话：. 企业电子邮箱：.

从业人数：. 其中女性从业人数:.

企业经营状态：. 企业控股情况:.

是否有投资信息或购买其他公司股权：. 是否有网站或网店：.

是否有对外提供担保信息：. 有限责任公司本年度是否发生股东股权转让：.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

网站或网店信息 共计 1 条信息

http://sc.gsxt.gov.cn/subPubSys-510000.html
http://182.131.3.111:8000/noticerpt/user/popup_login
http://sc.gsxt.gov.cn/%7B238DF6D54BAC5707B89B31D66970D54B685956E90E3F260972954195D29572A95E955E955E2114B145D1-1651912490786%7D
http://sc.gsxt.gov.cn/affiche-query-info-help.html
javascript:;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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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 类型 : 网站

暂无对外投资信息

股东及出资信息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万
元）

认缴出资时间 认缴出资方式 实缴出资额（万
元）

实缴出资时间 实缴出资方式

1
四川发展（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2493.76 2012年9月29日 货币 2493.76 2012年9月29日 货币

2
四川省水电投资经
营集团有限公司

39439.84 2011年12月9日 股权 39439.84 2011年12月9日 股权

3
兴文县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2518.83 2011年12月5日 股权 2518.83 2011年12月5日 股权

4
宜宾发展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6535.95 2011年9月27日 货币 6535.95 2011年9月27日 货币

5
三峡资本控股有限

责任公司
9803.92 2011年9月27日 货币 9803.92 2011年9月27日 货币

· 网址 : http://www.scntgf.com/

对外投资信息

共 查询到 8 条记录 共 2 页 首页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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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产状况信息

资产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所有者权益合计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利润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营业总收入中主营业务收入 企业选择不公示 净利润 企业选择不公示

纳税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负债总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序号 债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种类 主债权数额 履行债务的期限 保证的期间 保证的方式

暂无对外提供保证担保信息

股权变更信息

序号 股东 变更前股权比例 变更后股权比例 股权变更日期

暂无股权变更信息

社保信息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78人 失业保险 78人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78人 工伤保险 78人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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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保险 78人

单位缴费基数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本期实际缴费金额

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失业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工伤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参加生育保险本期实际缴费基数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累计欠缴金额

单位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失业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单位参加生育保险累计欠缴金额 企业选择不公示

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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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日期序号 修改事项 修改前 修改后 修改日期

暂无修改信息

主办单位：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地址：成都市玉沙路118号  邮政编码：600017 
业务咨询与技术支持联系方式

共 查询到 0 条记录 共 0 页 首页 上一页 下一页 末页

http://sc.gsxt.gov.cn/subPubSys-tel-5100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