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顾永德、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爱民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秦利红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22,193,494.08 270,858,781.35 -17.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67,745.79 -4,606,132.81 83.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5,093,376.13 -9,408,693.56 45.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4,004,872.43 41,442,472.91 -278.5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28 -0.0168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28 -0.0168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4% -0.54% 0.4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515,986,328.97 1,704,948,943.24 -11.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54,553,927.25 555,321,673.04 -0.1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3,220.7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5,135,736.9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4,265.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5,924.6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800,335.7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3,182.14

合计

4,325,630.3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7,0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顾永德 境内自然人

30.64% 84,047,547 63,035,660

质押

84,000,000

深圳德旺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24% 11,639,653 0

方笑求 境内自然人

2.53% 6,943,203 5,882,402

质押

6,890,000

蓝顺明 境内自然人

2.47% 6,773,104 0

质押

6,002,000

王炬 境内自然人

1.34% 3,662,990 0

曹国熊 境内自然人

1.14% 3,116,650 0

顾伟 境内自然人

1.02% 2,800,096 0

冯建霖 境内自然人

1.02% 2,791,834 0

黄德刚 境内自然人

0.70% 1,918,452 0

宗佩民 境内自然人

0.66% 1,800,05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顾永德

21,011,887

人民币普通股

21,011,887

深圳德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1,639,653

人民币普通股

11,639,653

蓝顺明

6,773,104

人民币普通股

6,773,104

王炬

3,662,990

人民币普通股

3,662,990

曹国熊

3,116,650

人民币普通股

3,116,650

顾伟

2,800,096

人民币普通股

2,800,096

冯建霖

2,791,834

人民币普通股

2,791,834

黄德刚

1,918,452

人民币普通股

1,918,452

宗佩民

1,800,050

人民币普通股

1,800,05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725,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25,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

、顾永德先生直接持有深圳德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100%

，为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

人。

2

、方笑求先生与蓝顺明女士为配偶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如有）

顾伟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0

股，通过信用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

2,800,096

股，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2,800,096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2019年1月30日，方笑求及蓝顺明减持计划实施完成，减持完成后方笑求及蓝顺明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13,716,307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4.99997%，不再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2、诉讼事项：

（1）、2019年3月，公司起诉斐翔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拖延付货款及利息1232.22万元，上海万得

凯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斐

讯电通电气有限公司、上海国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2）、2019年3月，公司起诉重庆瑞耕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拖延付货款及利息1314.29万元，上海万得凯

实业有限公司、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精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对瑞耕达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2019年3月，公司起诉贵州瑞凯科技有限公司拖延付货款及利息191.93万元，上海万得凯实业有限

公司、上海斐讯数据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精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对瑞凯公司所负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以上诉讼均处于已立案,等待开庭阶段。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

5%

以上股东完成减持计划的公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2019

年

01

月

31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上升50%以上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154.84%

至

282.26%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600

至

9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35.4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按照公司年初经营规划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

以实现业绩的稳定增长。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 顾永德（签章）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60� � �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9-027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26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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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26日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15:00至2019年4月26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9年4月23日

3、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茂硕科技园（松白路1061号）5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顾永德先生

6、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5,687,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8807％。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95,687,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880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

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0.0000％。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68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68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注：以上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肖剑、沈琦雨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1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60� � � �证券简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9-024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2019年第3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2019年第3次临时会议通知及会议资

料已于2019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当参加表决董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名。 会议由董事长顾永德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详情请参阅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

报告全文》、《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票 5� �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002660� � � �证券名称：茂硕电源 公告编号：2019-025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2019年第3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2019年第3次临时会议通知及会议资

料已于2019年4月2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当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廖青莲女士主持，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本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详情请参阅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

报告全文》、《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表决结果：赞成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茂硕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4月26日

2019年 4 月 27 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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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曹华斌、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蓉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郑彩霞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869,352,420.14 838,759,376.92 3.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5,618,507.79 141,907,941.66 -1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20,287,204.37 132,604,388.23 -9.2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40,642,076.73 37,393,775.54 8.69%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418 0.0472 -11.4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418 0.0472 -11.4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8% 1.17% -0.1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35,019,998,115.19 34,219,387,442.46 2.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861,245,807.08 12,732,176,978.18 1.01%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

截止披露前一交易日的公司总股本（股）

3,007,098,032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

/

股）

0.041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

政府补助除外）

754,975.00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2,497,735.7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473,161.78

减：所得税影响额

386,294.4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8,274.68

合计

5,331,303.4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41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1.27% 940,183,123 898,213,624

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3% 103,125,264 71,750,004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00% 90,200,000 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三号 其他

2.76% 82,931,519 0

长安基金

－

民生银行

－

长安悦享定增

25

号分级资

产管理计划

其他

2.54% 76,507,769 0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2.34% 70,502,978 0

上海欧擎北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7% 59,375,814 0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9% 50,769,125 0

申万宏源证券

－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申万宏源三新

创投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1.67% 50,078,758 0

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3% 46,063,48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重庆市涪陵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90,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200,000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万能三号

82,931,519

人民币普通股

82,931,519

长安基金

－

民生银行

－

长安悦享定增

25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76,507,769

人民币普通股

76,507,769

中新建招商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70,502,978

人民币普通股

70,502,978

上海欧擎北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375,814

人民币普通股

59,375,814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50,769,125

人民币普通股

50,769,125

申万宏源证券

－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

发展系列之申万宏源三新创投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50,078,758

人民币普通股

50,078,758

谦德咏仁新能源投资（苏州）有限公司

46,063,480

人民币普通股

46,063,480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产品

44,416,772

人民币普通股

44,416,772

邦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4,051,870

人民币普通股

44,051,87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已知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为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申万宏

源证券有限公司成立了申万宏源证券

－

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证券行业支持民企发展系列之

申万宏源三新创投单一资产管理计划，出资人为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人为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 同时，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唯一股东四川发展（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申万

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9%

的股份，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100%

的股

份。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19

年

3

月

31

日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其他流动资产

63,863,981.05 524,016,232.71 -87.81%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较期初减

少。

长期应付款

506,395,984.34 891,840,518.20 -43.22%

归还部分融资租赁借款导致期末余额减少

利润表项目

2019

年

1-3

月发生额

2018

年

1-3

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税金及附加

15,403,003.96 8,893,103.50 73.20%

本期投产电站较上期增加。

资产减值损失

-2,197,762.55 4,920,184.27 -144.67%

应收款项收回导致资产减值损失本期冲回

其他收益

11,951,526.81 8,796,068.22 35.87%

本期收到的增值税即征即退金额较上期增加

投资收益

2,497,735.79 7,400,136.79 -66.25%

本期理财产品收益较上期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0.00 -195,525.17

本期无资产处置收益。

营业外收入

3,491,793.86 777,223.68 349.26%

本期收到的保险理赔款较上期增加。

营业外支出

265,632.08 843,541.35 -68.51%

本期滞纳金支出较上期减少。

所得税费用

16,353,213.42 10,417,732.02 56.97%

已过所得税减免期的电站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增

加。

现金流量表项目

2019

年

1-3

月发生额

2018

年

1-3

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7,318,483.60 380,272,838.19 -117.70%

一是本期购买理财产品收回投资净额较上年同期

减少；二是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

的现金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三是本期构建固定

资产支出增加。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3月18日公司披露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

券（第一期）发行结果公告》，公司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了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规模5亿元。

公司梳理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情况，发现公司三级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酒

泉）发电有限公司2016年存在未履行规定的上报及审批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行为，详见公司2019年3月27日

披露的《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19-10号）。

2019年3月27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发来《关于对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

〔2019〕第54号），要求公司对三级子公司中节能太阳能（酒泉）发电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相关情况进行

说明。 公司进行了答复，详见2019年4月8日披露了《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2019〕第54

号答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7号）。

截至本报告期末（2019年3月31日），公司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759,758,046.08元（包括使用置

换资金1,547,127,360.70元，其中本期置换金额0.00元）；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

币56,200,000.00元； 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人民币13,451,126.99元， 收到募集资金理财收入人民币96,923,

837.31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人民币106,646,118.22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存单未做质押。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告

2019

年

03

月

1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关于子公司违规对外担保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9

年

03

月

27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9-10

号公

告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函〔

2019

〕第

54

号

答复的公告

2019

年

04

月

08

日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2019-27

号公

告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

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证券品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最初投资

成本

会计计量

模式

期初账面

价值

本期公允

价值变动

损益

计入权益

的累计公

允价值变

动

本期购买

金额

本期出售

金额

报告期损

益

期末账面

价值

会计核算

科目

资金来源

境内外股

票

SPI SPI

70,224,

349.72

公允价值

计量

336,023.46 0.00

1,539,

392.38

0.00 0.00 0.00

1,867,

446.68

其他权益

工具投资

股份置换

合计

70,224,

349.72

-- 336,023.46 0.00

1,539,

392.38

0.00 0.00 0.00

1,867,

446.68

-- --

证券投资审批董事会公告披露日期 不适用

证券投资审批股东会公告披露日期

（如有

)

不适用

六、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七、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八、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九、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华斌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000591� � � �证券简称：太阳能 公告编号： 2019� -� 31

债券代码：112876� � � �债券简称：19太阳G1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已于2019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 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和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19-33）。

同意 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暂时闲置

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公

司正常生产经营，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32）。

同意 3�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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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于2019年4月2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2、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资料于2019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发出。

3、会议出席人数：会议应表决董事9人，实际表决董事9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投票，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19-33）。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32），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

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公司本次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发表了核查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公司董事会同意在本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其中

单笔产品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权，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

格的产品发行主体、确定金额、选择产品、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由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在

授权的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同意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经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签章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

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核查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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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本数），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人民币3亿元（含本数），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现金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

●现金管理品种：定期、不定期（期限均不超过一年）的银行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

●本次现金管理额度、期限及授权生效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额度、期限及授权失效。

为充分提升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授权公司管理层

行使不超过3亿元（含）、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3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权，其权

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确定金额、选择产品、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由公司财务管理

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在授权期限及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桐君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中国节能环保集

团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923号）核准，公司通过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365,848,400股，发行价格13.00元/股，募集资金人民币净额4,675,433,351.60元（已扣除

承销费用及其他上市发行相关费用）。 本次募集资金已由公司联席主承销商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南证券” ）于2016年5月6日划转至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且已经由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予以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6]01640002号）验证：截至2016年5月6日止，公

司通过非公开发行人民币A股普通股，募集资金人民币净额4,675,433,351.60元（已扣除承销费用人民币80,

000,000.00元以及其他上市发行费用人民币595,848.40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365,848,400.00元，新增

资本公积人民币4,309,584,951.60元。

二、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募集资金分别存放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永定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外支行、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安支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人民币10,664.6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募集资金监管银行 账号

账户余额（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

1

孪井滩三期

50

兆瓦光伏并网发

电项目

中节能腾格里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6885 0.45

2

民勤

100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一期

30

兆瓦

中节能甘肃武威太阳能发电

有限公司民勤分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6916 0.00

3

中节能四师

63

团二期

20

兆瓦光

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霍尔果斯

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6869 0.34

4

哈密

5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哈密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6852 1.15

5

轮台二期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轮台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6877 0.01

6

上海广电电气

5

兆瓦分布式屋顶

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上海）太阳能发电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6965 0.08

7

贵溪一期

20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中节能贵溪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7058 0.17

8

贵溪二期

50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中节能贵溪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7040 0.44

9

吉林镇赉

49.8

兆瓦光伏并网发

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镇赉）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

支行

0200 0046 1920 0329 489 0.07

10

嘉兴

30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中节能浙江太阳能科技有限

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

支行

0200 0046 1920 0328 614 16.55

11

中节能新泰

20

兆瓦光伏发电项

目

中节能（新泰）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

支行

0200 0046 1920 0328 463 0.07

12

平原

40

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

一期

20

兆瓦

中节能（平原）太阳能科技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

支行

0200 0046 1920 0328 587 0.29

13

怀来

20

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

并网发电项目

中节能（怀来）光伏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

支行

0200 0046 1920 0329 117 0.28

14

中节能吉林通榆

49.8

兆瓦地面

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通榆）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

支行

0200 0046 1920 0329 365 0.11

15

中节能巢湖二期

20MWp

光伏发

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巢湖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8987 0.23

16

中节能寿县正阳关一期

20

兆瓦

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寿县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9078 0.14

17

中节能埇桥朱仙庄采煤沉陷区

70

兆瓦水面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安徽）有

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8962 3.14

18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专

户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6844 0.24

19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专

户

中节能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

支行

0200 0046 1920 0327 712 0.04

20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专

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

定路支行

9122 0154 8000 06609 3,067.38

21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专

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东外支行

3210 8010 0100 2999 95 2,825.84

22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专

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永安支行

1023 7000 0001 05740 4,715.40

23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专

户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8120 1560 0652 4536 0000 32.18(

注

)

合计

10,664.61

注：该专户系用于存放补充流动资金的99,999.97�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产生投资收益及利息1,708�万元，

已部分使用。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75,975.8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孪井滩三期

50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35,333.80 30,540.48

2

吉林镇赉

49.8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

注

1

）

8,827.75 8,465.76

3

嘉兴

30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25,206.15 23,877.94

4

民勤

100

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一期

30

兆瓦

22,455.95 20,957.26

5

中节能新泰

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4,601.61 12,040.51

6

贵溪一期

20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14,145.22 13,688.02

7

贵溪二期

50

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40,251.61 25,863.18

8

平原

40

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一期

20

兆瓦

19,502.87 19,095.43

9

怀来

20

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并网发电项目

20,000.00 17,799.48

10

扬州

9.71

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

注

1

）

0.00 0.00

11

上海广电电气

5

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

3,967.44 3,542.66

12

中节能吉林通榆

49.8

兆瓦地面光伏发电项目

(

注

1

）

14,667.60 12,225.47

13

中节能四师

63

团二期

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7,180.32 13,522.21

14

哈密

5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42,437.17 37,765.33

15

轮台二期

3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26,025.46 18,886.19

16

中节能巢湖二期

20MWp

光伏发电项目

12,800.00 10,664.73

17

中节能寿县正阳关一期

20

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1,500.00 6,931.61

18

中节能埇桥朱仙庄采煤沉陷区

70

兆瓦水面光伏发电项目

27,700.00 26,984.28

19

收购嘉善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

股权

19,000.00 14,206.21

20

补充流动资金（注：

2

）

99,999.97 101,676.25

21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57,242.79

475,602.92 475,975.80

注1：该三个项目承诺使用募集资金金额系按调整后的金额填列。

注2：补充流动资金的99,999.97万元募集资金产生投资收益及利息1,708万元已部分使用。

3、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

2017年3月16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7年4月13召开的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对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吉林镇赉49.8兆瓦光伏并

网发电项目” 、“扬州9.71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和“中节能吉林通榆49.8兆瓦地面光伏发电项目”

的募集资金用途进行变更，三个项目尚未投入的募集资金中的71,000.00万元，公司用于投资建设“中节能埇

桥朱仙庄采煤沉陷区70兆瓦水面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巢湖二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中节能寿县

正阳关一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及收购杭州风凌电力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嘉善舒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详细情况请参考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 截至2019年3月

31日，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尚有12,213.17万元未动用。

三、2018年度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2018年4月26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不超过8亿元（含）、其中单笔产

品不超过5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权，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

主体、确定金额、选择产品、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由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在授权期限及额

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上述议案即将到期，根据公司目前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和暂时闲置的情况，

需重新报请公司董事会审议使用闲置募集进行现金管理的相关事宜。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1,345.11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产

生投资收益9,692.38万元。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得到理财产品余额为人民币5,620.00万元，详情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名称 资金来源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现金管理金额（万

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兴业银行北京东外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金雪球

-

优先

2

号 保本浮动收益型

2,720.00 2018

年

11

月

13

日

T+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永定路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现金管理

1

号 保证收益型

2,900.00 2018

年

11

月

14

日

T+1

四、2019年度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事项概况

1、现金管理的目的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在满足募集资金项

目日常资金需求的前提下，结合公司募投项目阶段性资金需求，公司将持续开展募集资金现金管理，通过购

买商业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搭配选择灵活开放式及封闭式产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实

现闲置募集资金收益最大化。

2、资金投向、投资产品的收益分配方式、投资范围及安全性

为有效控制风险，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定期、不定期（期限均不超过一年）的银行保本型现金管理产

品，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到期确认收益并分配收益。资金投向中不涉及任何风险投资品种，到期无法兑付的

风险极低。

该等存款或产品必须符合：（1）安全性高，满足保本要求，产品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2）流动

性好，不得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3、现金管理产品额度及期限

在满足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日常资金需求，考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未来归还的情况下，公司使用不超过3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的现金管理产品，在

该额度内，资金可以在一年内滚动进行使用，即任一时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现金管理产品的

余额不超过3亿元（含），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3亿元（含）。

4、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严格按照募集资金使用要求，采取如下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购买银行保本型现金管理产品。 不开展证券投资、衍生品投资等高

风险投资，不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主要业务的公司；

（2）经公司董事会批准授权后，公司财务管理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设立台账，详细记录募集资金

的支出情况和募集资金项目的投入，公司财务管理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进展等情况，如

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部负责对现金管理产品业务进行监督与审计，定期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检查，

检查包括资金的使用及盈亏等情况，并及时向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报告检查结果；

（4）公司审计与风险控制委员会将对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并及时报告董事会；

（5）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不得质押；

（6）公司将依据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现金管理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

况。

五、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出的，且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计

划的制定紧密结合公司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 不会对公司募投项目进展以及公司日常经营产生影响，也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而且公司通过合理的现金管理方式，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

金收益。 同时拟购买的现金管理产品将选择银行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保本型的现金管理产品，不存

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

六、授权事项及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不超过3亿元（含）、其中单笔产品不超过3

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决策权，其权限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产品发行主体、确定

金额、选择产品、签署相关合同或协议等，由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具体组织实施。

与此同时，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其他用途，开立或者注销产

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七、决议有效期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自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八、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且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事项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合法有效。 我们同意《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2、监事会意见

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

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有利于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且

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3、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上市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3亿元（含）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的现

金管理产品事项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决策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募集资金使用决策程序的规定。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同意太阳能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事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

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核查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7日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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