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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岳阳LNG接收站（储备中心）项目投资合作意向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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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华电清洁能源公司、广汇能源、岳阳城投三方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的原则，签订《岳阳LNG接收站（储备中心）项目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书》，致力于洞庭湖及周

边地区“油改气”和“气化湖南”发展战略的实施。

●岳阳LNG接收站（储备中心）项目建成后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与社会效益将产生积极的

影响，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协议签署对公司2018年度的总资产、净资

产和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投资合作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标准，协议的具体履行可能存在变动的不确定性。

一、本次协议签订概述

甲方：中国华电集团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清洁能源公司” ）

乙方：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广汇能源” ）

丙方：岳阳市君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岳阳城投” ）

岳阳LNG接收站（储备中心）项目（以下简称“岳阳LNG项目” ）系中国华电清洁能源公

司与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君山区政府” ）合作的投资意向项目。 岳阳

LNG项目已列入 《长江干线京杭运河西江航运干线液化天然气加注码头布局方案

（2017-2025年）》、《湖南省“十三五” 能源发展规划》、《湖南省“十三五” 天然气发展规

划》、《湖南省LNG水上加注站布局规划》。 2018年4月24日，湖南省发改委向国家能源局出具

《关于请求将岳阳LNG接收站项目纳入国家“十三五” 天然气发展规划》的请求，获得国家能

源局回函，表示积极支持岳阳LNG接收站项目的建设。该项目为湖南省政府“气化湖南工程”

及在国家建设“长江经济带”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战略部署，同时响应国家政策《关于加

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中要求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至少形成不低于保障本行政区域日均3天需求量的储气能力， 可有效补足当地储气能力不足

的短板。

广汇能源在长江入海口一一江苏南通启东市拥有1座LNG接收站， 年接收能力至2019年

可达到300万吨，2022年可达到800-1000万吨，有着丰富的LNG资源，可通过内河运输为岳阳

LNG接收站项目提供稳定的气源保障。 因公司具有沿海LNG接收站的优势，经与岳阳君山区

政府、中国华电清洁能源公司友好协商共同投资建设岳阳LNG接收站项目。

岳阳市君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岳阳市国资委控股的集投资、融资、开发建设、土

地经营开发于一体的国有企业。

近日，公司与中国华电清洁能源公司、岳阳城投三方经友好协商，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就共同投资建设岳阳LNG项目签订了投资合作意向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 ）。 拟采用股权合作方式设立有限公司，在湖南岳阳君山区广兴洲镇，分三期建设200万吨

LNG接收码头，项目规划建设一个LNG接收码头（2个10000立方米LNG接卸泊位、3个5000立

方米LNG出口泊位及1个工作船泊位，占用岸线1.2Km）和一座LNG储备站(建设接收能力200

万吨/年的LNG接收站，配置4座20000立方米的LNG储罐，规划占地约1000亩)。

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一期建设接收能力达到50万吨/年，二期建设接收能力达到100万

吨/年，三期建设完成后总接收能力200万吨/年，计划总投资19.92亿元。 具体建设规模根据最

终可研报告及市场实际情况确定。 随着岳阳市君山区政府协调洞庭湖船舶加注能力不断增

长，争取项目一期工程于2020年12月底具备接液条件。 君山区政府支持并协调岳阳LNG接收

站项目纳入湖南省天然气应急储备和调峰中心。

二、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中国华电集团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7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谢春旺

住 所：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超前路37号院16号楼2层A0037

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含页岩气和液化天然气)有关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和咨询；石油天

然气(含页岩气和液化天然气)投资、管理；天然气管网建设、管理；进出口业务；气体矿产勘查；

不储存经营天然气(富含甲烷的)(城镇燃气除外)。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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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从事本市产业

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本公司及子公司与中国华电清洁能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本次协议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2.岳阳市君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蔡玉刚

住 所：岳阳市君山区挂口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商业用地开发投资；建筑材料批发零售；自

有场地出租。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本公司及子公司与岳阳城投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协议签

订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或审批备案程序

本协议为投资合作意向协议，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公司上述投资合作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未达到公司董事会审议标准，无需履行相应的会议审议决策程序。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成立合资公司

1.岳阳城投依法设立岳阳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作为岳阳LNG接

收站项目的开发建设及运营主体，主要经营液化天然气的接收、气化、储备、销售，城市能源项

目投资、货运港口服务、加气站投资及运营及其它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30,000万元人民币，岳阳城投持有其100%股权。 经友好协商，岳阳城投将无溢价向广汇能源转

让其所持有合资公司35%的股权。 本次转让完成后，岳阳城投将持有合资公司65%的股权，认

缴注册资本金19,500万元人民币；公司将持有合资公司35%的股权，认缴注册资本金10,500万

元人民币。

2.公司和岳阳城投经协商一致均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待中国华电清洁能源公司取得

上级批复后岳阳城投将向其无溢价转让40%的股权。

3.如中国华电清洁能源公司退出合资公司项目合作，广汇能源拥有上述合资公司40%股

权中不低于50%比例（对应20%股权）的优先受让权，股权受让无溢价。

合资公司为岳阳LNG接收站（储备中心）项目法人，履行公司法人职责。 合资公司对实施

项目中涉及的设计、招标、合同签订、资金支付、变更、验收、结算与运营等事项进行全程管理

及控制，并按照要求向股东单位进行汇报。

（二）其它权利义务

1．甲方协助项目公司开展工程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项目技术、气源和下游市场的落

实等前期工作，并协调国家和省级政府关系。

2．甲方应尽合理努力，积极取得上级同意投资该项目的批复，如甲方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没有取得上级的投资批准，则自动退出该项目，甲方不因此向其他方和项目公司承担任何责

任，不因此向其他方和项目公司支付任何费用。 同时，乙方和丙方股权转让不再受本协议条款

约束。

3．本协议签署后，甲方同意将预可研等前期资料移交给项目公司。 同时，乙方和丙方同

意甲方在开展项目前期过程中产生的预可研等相关前期费用，待甲方加入项目公司并经三方

确定的审计机构审计后，由项目公司承担。 如甲方不加入项目公司，项目公司不承担甲方相关

前期费用。

4．在本协议有效期内，未经三方一致同意，乙方和丙方不得互相转让股权。 如丙方向第

三方转让股权，丙方转让股比不得高于25%。

5．本协议为协议各方的投资意向性协议，作为后期三方签署正式投资合作协议的依据。

6．本协议为各方真实意思表示，自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岳阳LNG接收站项目建成后可有效补足当地储气能力不足的短板，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

《关于加快储气设施建设和完善储气调峰辅助服务市场机制的意见》中的相关要求，同时可

为洞庭湖周边LNG加注及船舶市场提供LNG气源。《投资合作意向协议》的签订，将充分发挥

广汇能源在江苏省南通启东市LNG接收站项目的气源优势，加大海气向沿长江一带的分销力

度，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市场，有利于支撑启东LNG接收站项目尽快形成1000万吨的接收能力，

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广汇能源以天然气生产和分销为主营业务的发展战略，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与社会效益产生积极的影响，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目前，本协议对2018年的项目具体投入金额未予明确，对公司2018年度的总资产、净资产

和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不构成重大影响。

四、重大风险提示

1．公司投资组建合资公司建设岳阳LNG项目，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需要。 但在经营

过程中可能面临宏观经济、行业及市场需求变化、运营管理和团队建设等方面的风险因素，具

体合作事项将由各方根据协议确定的原则另行商洽， 具体合作内容和实施进度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流程和有效的监督机制，优化公

司整体资源配置，确保对合资公司的管理。 合资公司处于成立初期，产生经济效益尚需要一定

周期，公司将通过审慎运作和专业化管理等方式防范和降低风险，加强团队建设管理，及时控

制相关风险，尽早实现合资公司的盈利，力求为投资者带来良好的投资回报。

2.本次协议签订所涉各方将积极推进后续具体工作，详细进展情况公司将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和要

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披露程序。《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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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于2018年7月20日以通讯形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8年7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监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投票结果为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中15人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据南玻集团《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中第九

章“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以及第四章“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的相关规定，上述15名人员已获授

的A股限制性股票尚未解锁的股份，共3,319,054股将由公司以3.6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 由于公司已根据

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 因此本次回购注销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已做相应调

整。

根据南玻集团《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了审核，认

为：

原激励对象中15人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回购注销已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数量、价格

准确。 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将上述15名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3,

319,05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68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和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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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所持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0月26日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根

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董事会决议，公司拟实施本次回购注销事项。

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概述

1、2017年10月1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已

对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2、公司于2017年10月11日至2017年10月21日通过公司网站公示了《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

象名单》，在公示期限内，未收到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名单提出的否定性反馈意见。 公示期满后，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对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对公示情况进行了说明，监

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3、2017年10月26日，公司召开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等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

4、2017年12月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单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向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首

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本次限制性股票的首次授予日为2017年12月11日，同意公司向454名激励

对象首次授予97,511,654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4.28元/股，预留限制性股票数量由14,923,226股调

整为17,046,869股，调整后预留部分比例提高至拟授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14.88%。 独立董事已对上述议案发

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 授予的股票已经在中国登记结算公

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并于2017年12月25日上市。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

根据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 ）之第九章“激励计

划的变更和终止” 以及第四章“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的相关规定，公司原激励对象刘沛涛、姜维武、

余树红、刘永芹、宋秋明、强骥鹏、王石纲、张清波、吴晓兵、王信传、高远良、隋铁成、丁永锋、魏加平、柯新光

共15人因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公司《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条件，根据2017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应将其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三、回购数量、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激励计划》第四章“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的相关规定，如出现需要回购注销或调整的情

况，则公司应回购并注销或调整相应股票，回购价格不高于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因激励对

象个人责任丧失获授资格的，回购价格不高于授予价格。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1、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调整数量方法：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发生派息事项调整价格方法：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3、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调整价格方法：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比率；P为调整后的授予价格。

由于公司已根据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0.5元人

民币（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对

董事会的授权，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授予部分回购注销价格调整为3.68元/股， 首次授予部分回

购注销数量调整为3,319,054股。

本次调整后，上述15名人员已获授的A股限制性股票尚未解锁的股份，共3,319,054股将由公司以3.68元/

股的价格回购注销。

四、回购股份相关说明

内容 说明

回购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票数量（股）注

1 3,319,054

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股）注

2 112,138,402

占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比例

2.96%

总股本

(

股

)

注

3 2,856,769,678

占总股本的比例

0.12%

回购单价（元

/

股）

3.68

回购金额（元）

12,214,118.72

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注1：回购股票数量为根据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的股票数量；

注2：已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根据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的股票数量。

注3：总股本为根据公司2017年度权益分派调整后的股票数量。

五、回购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变更前

本次减少额

变更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含高管锁

定股）

112,438,443 3.94% 3,319,054 109,119,389 3.8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2,744,331,235 96.06% 0 2,744,331,235 96.18%

总股本

2,856,769,678 100.00% 3,319,054 2,853,450,624 100.00%

注：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实施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随之发生变动，总股本由2,856,769,678股减

少至2,853,450,624股， 最终数据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上市公司股本结构表

为准。 公司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办理注册资本变更手续。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所需的资金为人民币12,214,118.72元，系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

绩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并注销限制性股票完成后，由于回购的股份数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较小，因此，以公司2017年

年度报告的财务数据估算，公司资产总额、资产负债率、每股净资产等指标均变动不大，不会对公司的主要

财务指标产生较大影响。

七、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截止目前，公司原激励对象中15人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据南玻集团《激励计划》中第九章“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以及第四章“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

销” 的相关规定，上述15名人员已获授的A股限制性股票尚未解锁的股份，共3,319,054股将由公司以3.68元/

股的价格回购注销。 由于公司已根据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因此本次回购注销

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已做相应调整。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且尚未解锁的3,319,054股限制性股票

以及回购价格的确定符合南玻集团《激励计划》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八、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原激励对象中15人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

符合激励条件，据南玻集团《激励计划》中第九章“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以及第四章“六、限制性股票的

回购注销” 的相关规定，上述15名人员已获授的A股限制性股票尚未解锁的股份，共3,319,054股将由公司以

3.68元/股的价格回购注销。 由于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因此本次回

购注销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已做相应调整。

根据南玻集团《激励计划》及相关规定，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了审核，认

为：

原激励对象中15人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合法有效，回购注销已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股票数量、价格

准确。 公司监事会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将上述15名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3,

319,05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3.68元/股。

九、律师的法律意见

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已经获得了现阶段

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

本次回购注销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司尚需根据《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证券交易所有关规

范性文件规定进行信息披露，并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办理减资手续和股份注销登记相

关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审核意见；

4、独立董事相关独立意见；

5、《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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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18年7月2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 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

事会同意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

限公司、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四川南玻节能玻

璃有限公司、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宜昌

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

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以及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5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按照公司60.8%的持

股比例在1,520万元本金的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5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2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38,603,079 861,179,253

所有者权益合计

468,852,301 426,813,938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945,776,185 904,829,039

营业利润

47,446,564 89,263,057

净利润

41,741,285 80,252,318

2、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5年10月26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4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太阳能玻璃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333,844,336 1,283,054,0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695,384,759 726,763,627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025,683,430 998,705,884

营业利润

133,345,605 176,158,368

净利润

114,344,586 153,053,792

3、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2月23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麻涌镇新基村

法定代表人：高长昆

注册资本：51,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高科技绿色电池产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29,973,731 1,025,206,256

所有者权益合计

330,791,950 387,638,874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355,050,180 906,991,278

营业利润

60,640,386 52,030,837

净利润

53,832,917 47,632,275

4、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5月05日

注册地点：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迳头镇金岭工业园金岭八路1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与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及新型显示器件基板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728,297,204 779,276,5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79,305,738 251,522,066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212,515,428 45,083,127

营业利润

34,315,163 -12,824,003

净利润

27,592,433 -17,085,191

5、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04日

注册地点：河北永清工业园区百合道刘家务村南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243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29,278,976 315,270,605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1,045,567 267,546,929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51,075,659 117,861,446

营业利润

26,655,050 14,385,298

净利润

23,289,969 12,643,415

6、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07月02日

注册地点：成都市双流区公兴街道黄龙大道二段16号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26,000万人民币元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各种特种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960,567,064 877,233 ,8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49,644,542 429,047,100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963,867,411 638,536,141

营业利润

186,191,950 62,190,101

净利润

159,097,192 68,641,533

7、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1月6日

注册地点：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县公兴镇黄龙大道二段16号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18,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节能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91,328,226 586,142,941

所有者权益合计

244,574,217 277,549,920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481,003,747 492,956,401

营业利润

17,407,512 41,995,388

净利润

15,833,397 45,604,909

8、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3月17日

注册地点：咸宁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李卫南

注册资本：23,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无机非金属材料及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35,361,965 702,150,40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57,755,187 311,441,101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751,277,647 685,117,377

营业利润

125,924,657 69,758,676

净利润

108,893,136 69,814,138

9、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3月18日

注册地点：咸宁市经济开发区长江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23,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节能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41,051,692 631,822,917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5,006,799 279,892,494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422,405,830 375,746,353

营业利润

16,125,337 30,129,811

净利润

14,852,039 50,995,908

10、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10月27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吴江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3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深加工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56,025,287 753,618,002

所有者权益合计

434,693,963 456,929,695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618,437,486 627,373,454

营业利润

28,055,247 61,013,435

净利润

25,231,336 52,966,221

11、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8月01日

注册地点：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南玻路1号

法定代表人：高长昆

注册资本：146,798�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硅材料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959,869,752 3,619,469,06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9,974,626 1,201,382,932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800,167,542 1,558,258,572

营业利润

223,741,024 169,240,364

净利润

220,704,105 157,731,574

12、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09月26日

注册地点：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武清开发区泉丰路12号

法定代表人：赵习军

注册资本：33,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玻璃深加工制品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45,442,012 664,828,895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8,894,065 492,306,505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691,154,037 585,567,095

营业利润

17,256,139 17,010,836

净利润

16,299,105 19,544,801

13、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11日

注册地点：宜昌市猇亭区金岭路69号

法定代表人：何进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各种超薄电子玻璃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19,109,433 471,928,142

所有者权益合计

340,516,502 325,416,415

2017

年年度

2016

年年度

营业收入

164,234,117 160,705,485

营业利润

16,953,382 25,121,854

净利润

14,920,047 21,479,061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1、为以下全资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

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200万元，东莞

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5,000万元，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

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和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共有融资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13,000万元，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和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共有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融资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2、 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2,5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按照公司60.8%的持股比例在1,520万元本金的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认为以上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以上被担保子公司财务状况稳定，经营

情况良好，上述担保符合南玻集团整体利益。

2、上述子公司中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

公司、清远南玻节能新材料有限公司、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四川南玻节能玻璃

有限公司、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宜昌南

玻硅材料有限公司、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为公司百分之百持股的全资子公司。

3、 上述公司中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南玻集团持有深圳南玻显示器件科技有限公司60.8%的股权。

4、公司为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按持有权益比例进行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目前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307,367万元，占2017年末归属母公司净资产845,859万元的

36.34%，占总资产1,953,500万元的15.73%。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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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确定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8月6日下午14:45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8月5日～2018年8月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8月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8月5日下午15:00至2018年8

月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8年7月27日

B股股东应在2018年7月27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7、出席对象：

①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②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律师；

④ 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审议《关于聘请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审议《关于制定〈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详细内容详见2018

年7月2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内容。

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所有议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表决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00

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3.00

关于制定《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手续：

①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②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

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传真、信函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2、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三楼董事会办公室（邮编：518067）。

3、登记时间：2018年8月5日（上午8:30～11:30,下午14:30～17:00）。

4、参加现场会议时，请出示相关证件及授权文件的原件。

5、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6、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春燕

电话：（86）755-26860666

传真：（86）755-26860685

五、参与网络投票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 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012” ，投票简称为“南玻投票” 。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8月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8月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

为2018年8月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

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

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00

关于聘请

2018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3.00

关于制定《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8-2020

年）股东回报规划》

的议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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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2018年7月2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18年7月17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根据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南玻集团《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

下简称“《激励计划》” ）、《2017年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及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

会的授权，公司原激励对象中15人因已离职或根据考核结果调整职务等原因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因此，公司

拟回购注销上述15名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由于公司已根据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实施了2017年度利润分配，因此本次回购注销的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已做相应调整。

《激励计划》中关于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1、发生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项调整数量方法：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发生派息事项调整价格方法：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回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3、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事项调整价格方法：

P＝P0÷（1＋N）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授予价格；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率；P为调

整后的回购价格。

由于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确定了2017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0.5元人民币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5股。 公司已根据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了2017

年度利润分配。 根据《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及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期

授予部分回购注销价格调整为3.68元/股，首次授予部分回购注销数量调整为3,319,054股。

根据《激励计划》中第九章“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 以及第四章“六、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的相

关规定，上述15名人员已获授的A股限制性股票尚未解锁的股份，共3,319,054股将由公司以3.68元/股的价格

回购注销。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请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年度工作情况，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

议，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拥有职业的审计团队和专业的技术能力，审计团队严谨敬

业，具备承担公司财务报告等审计的能力，能较好地完成公司委托的各项审计事项，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

持续性以及年度审计的一致性，董事会同意继续聘请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年度外部审计机构，从事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控审计等相关业务，并授权管理层根据2018年度

审计的具体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其年度审计费用，聘期一年。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 《关于制定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发表了独立意

见。

详见同日公布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

（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全文。

此议案尚需提交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加强与投资者沟通交流等工作，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规定，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春燕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各项工作，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五、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的正常经营，提高资金利用率及综合竞争力，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批准以下事项：

1、为以下全资子公司在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8,0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

度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其中：东莞南玻工程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1,200万元，东莞

南玻太阳能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 东莞南玻光伏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5,000万元，清远南玻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河北视窗玻璃有限公司融

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万元，成都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和四川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共有融资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13,000万元， 咸宁南玻玻璃有限公司和咸宁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共有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

000万元，吴江南玻华东工程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宜昌南玻硅材料有限公司融资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天津南玻节能玻璃有限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2、 为控股子公司宜昌南玻光电玻璃有限公司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2,500万元为期1年的融资额度按照公司60.8%的持股比例在1,520万元本金的范围内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担保。

上述担保业务事项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

六、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确定于2018年8月6日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南玻集团《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证券事务代表简介

陈春燕 ：女，1982年生，本科学历。 自2010年起加入本公司，原任公司股证事务专员、股证事务部主任，

现任董事会办公室股证事务主任。 截至目前，陈春燕女士持有“南玻A” 限售股111,979股，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陈春燕女士已于2012年7月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根据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现将新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通讯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3楼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 (86)� 755-26860666

传真号码： (86)� 755-26860685

电子邮箱： securities@csghol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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