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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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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九届十三次董事会于2019年9月12日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董事9名，实参与董事 9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2019-067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

2019-068号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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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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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

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69.37%，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达到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69.37%，以及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273.07%，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拟为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宜化肥业” ）、青海宜化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青海宜化” ）、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热

电” ）、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宜矿业”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内蒙宜化” ）及参股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化” ）向金融

机构申请的借款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的主债权人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

等14家金融机构，合计担保金额为165,583万元，分为17个担保事项。2019年9月12日，公司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17个担保事项。

1、为子公司太平洋热电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2780万元借款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 为子公司太平洋热电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3,990万元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 为太平洋热电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19985万元借款提供

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为新疆宜化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1,99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新疆宜化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借款10,000万元， 公司按在新疆宜化持股比

例对其中1,99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新疆宜化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为新疆宜化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1,984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新疆宜化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借款9,968万元，公司按在新疆宜

化持股比例对其中1,984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新疆宜化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为新疆宜化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2,548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新疆宜化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借款12,800万元， 公司按在新疆宜化持

股比例对其中2,548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新疆宜化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3,502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借款17,600万元， 公司按在新疆宜

化持股比例对其中3,502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二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新疆宜化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吉木萨尔县支行2,786万元借款提供担

保。

新疆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吉木萨尔县支行借款14,000万元， 公司按在

新疆宜化持股比例对其中2,786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新疆宜化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区分行直属营业部2,308万元借款提供

担保。

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区分行直属营业部借款11,600万元， 公司按

在新疆宜化持股比例对其中2,308万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二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新疆宜化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为子公司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的1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 为子公司内蒙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达支行申请的9000万元借款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2、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4845万元借款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3、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30000万元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4、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2990万元借款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5、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14874万元借款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6、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猇亭支行申请的36000万元借款

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三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7、为子公司新宜矿业向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分行申请的16500万元借款提供担

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保证担保。

新宜矿业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新宜矿业的参股股东贵州兴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持

有的新宜矿业的40%股权为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担保事项的协议尚未签署。

上述担保事项的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

住所：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399号

注册资本：2998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王世杰

成立日期：1997年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热电公司75%的股份，英国开曼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25%的股权委托公司管理。

经营范围：经营与管理电厂，销售电力、蒸汽及其他相关的副产品，制造、销售聚氯乙烯树

脂、工程塑料制品及塑料合金、聚氯乙烯；乙炔（电石气）、氯化氢（盐酸）、氯乙烯（乙烯基氯）

（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7月24日），经营其它与电厂有关的业务；煤炭销售（不得面

向限制区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太平洋热电的资产总额为747,880,458.39元，负

债714,999,653.13元，所有者权益32,880,805.26元；太平洋热电实现营业收入804,868,779.66元，

净利润-138,602,884.39元。

截止2019年6月30日，太平洋热电的资产总额为549,788,877.31元，负债502,803,871.15元，所

有者权益46,985,006.16元；太平洋热电实现营业收入317,875,429.20元，净利润13,646,828.74元。

2、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住所：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宜化低碳循环经济产业园

注册资本：419913.3458万元

法定代表人：熊俊

成立日期：2010年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持有其19.9%的股份，宜昌新发产业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其80.1%的股份。

经营范围：火力发电；热力生产和供应；对电石、烧碱、PVC、氧气行业的投资；对液氯、次氯

酸钠行业的投资；其他综合零售；水泥制造、销售：尿素、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危险化学品

除外）,销售：化肥、机械设备，化工技术咨询，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业务，销售化工设备，水泥制品

的制造和销售，道路货物运输;技术服务，其他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工业盐的

销售（不含危险品及一类易毒化学品）。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新疆宜化的资产总额为1244386.95万元，负债

1090449.16万元，所有者权益153937.79万元；营业收入4930.61元，净利润-66574.83万元。

截止2019年6月30日，新疆宜化的资产总额为1291443.49万元，负债1170970.61万元，所有者

权益120472.88万元；新疆宜化实现营业收入65483.14万元，净利润-33464.91万元。

3、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青海省大通县长宁镇新添堡村

注册资本：8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彭贤清

成立日期：2009年6月11日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信息咨询服务；工业盐、硫酸钠、化肥、电石、聚氯乙烯、液氯、盐酸、次氯酸钠、氢

氧化钠、氢氧化钠溶液及二氯乙烷生产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青海宜化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青海宜化的资产总额为2,914,691,

004.58元，负债2,575,134,149.80元，所有者权益339,556,854.78元；青海宜化实现营业收入2,469,

830,332.21元，净利润144,104,207.63元。

截止2019年6月30日，青海宜化的资产总额为2,801,301,370.43元，负债2,428,888,179.02元，

所有者权益372,413,191.41元；青海宜化实现营业收入1,132,597,811.08元，净利润32,855,349.34

元。

4、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住 所：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

注册资本：9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熊业晶

成立日期：2009年4月27日

与本公司关系：系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碳化钙、氢氧化钠、盐酸、氯、乙炔、氯乙烯、氢、一氧化碳、氯化氢、1,2

一二氯乙烷、硫酸、甲醛溶液；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纺织袋、塑料产品及塑料合金、石灰石、

聚氯乙烯、季戎四醇、甲酸钠；热电联产；化工技术咨询；设备制造与安装；粉煤调剂串换；煤炭

批发经营；销售：煤炭、焦炭、焦粉、焦粒、日用百货、建筑材料。

内蒙宜化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内蒙宜化的资产总额为4,077,272,

411.33元，负债3,786,468,661.18万元，所有者权益290,803,750.15元；内蒙宜化实现营业收入3,

225,870,813.16元，净利润75,507,145.92元。

截止2019年6月30日， 内蒙宜化的资产总额为4,024,486,832.45元， 负债3,655,574,513.08万

元， 所有者权益368,912,319.37元； 内蒙宜化实现营业收入1,413,561,794.70元， 净利润79,690,

550.74元。

5、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住 所：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399号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林剑

成立日期：2005年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制造、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

进出口（不含国家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的货物或技术）；硫酸、磷酸、氟硅酸钠生产（有效期至

2019年9月29日）；磷酸销售（限厂内范围企业生产的磷酸销售）；化工技术咨询；硫磺销售（带

有储存设施；有效期至2018年3月15日）；改性塑料、填充塑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柴

油销售（限柴油的闭杯闪点均大于60℃）（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宜化肥业的资产总额为4,600,360,323.29元，负

债3,975,107,904.19元， 所有者权益625,252,419.10元；2018年宜化肥业实现营业收入3,343,094,

640.15元，净利润111,670,857.68元。

截止2019年6月30日，宜化肥业的资产总额为4,395,640,422.32元，负债3,779,972,560.16元，

所有者权益615,667,862.16� 元； 宜化肥业实现营业收入1,589,513,081.94元， 净利润-1,664,

520.27元。

6、贵州新宜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普安县盘水镇南山路

注册资本：4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叶奎

成立日期：2007年02月07日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新宜矿业60%的股份，贵州兴化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40%的股权。

经营范围：矿业投资（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经营的，不准经营；需专项审

批的，在审批期限内经营，未经审批的不准经营）、煤炭的开采与销售（由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分

支机构经营）。

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新宜矿业的资产总额为1,144,162,983.16元，负债

1,059,287,909.98元，所有者权益84,875,073.18元；新宜矿业实现营业收入97,913,978.07元，净利

润-83,695,645.36元。

截止2019年6月30日，新宜矿业的资产总额为1,110,494,567.54元，负债1,087,257,042.16元，

所有者权益23,237,525.38元；新宜矿业实现营业收入28,924,093.75元，净利润-57,582,190.20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审议的担保的总金额为165，583万元，担保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规定

执行，担保方式均为保证担保。涉及对新疆宜化和新宜矿业的担保，该两公司为本公司提供反

担保。

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议案后， 本公司将与有关金融机构签订正式担保合同或协

议，并根据担保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承担担保责任。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手续， 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

或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为子公司担保的银行借款是子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 被担保的子公司均为本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绝对的控制权。董事会认为，被担保的子公司财务风

险处于公司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

本次为参股公司新疆宜化担保的银行借款为参股公司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 且其他持股

80.10%的股东已同意为其向银行申请的借款提供同比例担保。董事会认为，本次为参股公司提

供同比例担保，公平、对等，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上述公司银行借款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

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为参股公司提供同比例担保，公平、对等，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

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618,159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69.37%；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296,46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73.07%；担保债务未发生逾期。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ST宜化 公告编号：2019-06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

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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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是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本次股东大会由湖北宜化董事会召集。本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审议。

（三）本次会议的召开合法、合规,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30日下午14点30分。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时间:2019年9月29日下午15:00-2019年9月30日下午15:0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9月30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根据

相关规定，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征集投票权。

（六）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2019年9月25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2019年9月25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

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公司聘请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召开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26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2019-067号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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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1

为子公司太平洋热电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

2780

万元借款提

供担保

√

1.02

为子公司太平洋热电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三峡分行申请的

3,99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3

为太平洋热电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

19985

万元借款提供担

保

√

1.04

为新疆宜化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

行

1,99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5

为新疆宜化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昌吉市支行

1,984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6

为新疆宜化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

齐分行

2,548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7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

峡猇亭支行

3,502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8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

吉吉木萨尔县支行

2,786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9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

疆区分行直属营业部

2,308

万元借款提供担

保

√

1.10

为子公司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通县支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1

为子公司内蒙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海乌达支行申请的

9000

万元借款提供

担保

√

1.12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

4845

万元借款提供

担保

√

1.13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宜昌分行申请的

30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4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

2990

万元借款提供

担保

√

1.15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

14874

万元借款提

供担保

√

1.16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中国农行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宜昌猇亭支行申请的

36000

万元借款提

供担保

√

1.17

为子公司新宜矿业向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黔西南分行申请的

165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登记时间： 2019年9月25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

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的工作日（节假日除外）。

3、登记地点：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26楼证券部或股东大会现场。

4、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

执照复印件和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

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5、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52号

邮编：443000

联系电话：0717-8868081

传真：0717-8868058

电子信箱：11703360@qq.com

联 系 人：周春雨

6、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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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方法见本通知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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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422” ，投票简称为“宜化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累积投票，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 2019�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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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

00，结束时间为2019年9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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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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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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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1

为子公司太平洋热电向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

申请的

278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2

为子公司太平洋热电向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三峡分行申请的

3,

99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3

为太平洋热电向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请的

19985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4

为新疆宜化向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分行

1,990

万元借款提

供担保

√

1.05

为新疆宜化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昌吉市支行

1,984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6

为新疆宜化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2,548

万元借

款提供担保

√

1.07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

3,502

万

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8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昌吉吉木萨尔县支行

2,

786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09

为新疆宜化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新疆区分行直属营业部

2,308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0

为子公司青海宜化向青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大通县支行申请的

10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1

为子公司内蒙宜化向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乌海乌达支行申

请的

9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2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

请的

4845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3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请的

30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4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分行申

请的

299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5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三峡猇亭支行申

请的

14874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6

为子公司宜化肥业向中国农行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宜昌猇亭支行申

请的

360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1.17

为子公司新宜矿业向贵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黔西南分行申请的

16500

万元借款提供担保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3816����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19-010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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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议召开情况

1.�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 ）通知于2019年9月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9年年9月1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监事5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5人。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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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核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与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有关公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2.�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有关公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

3.�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有关公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四、备查文件

1.�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3816����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19-012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

提供委托贷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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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已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和委托贷款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81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8月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2.49元的发行价格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

049,861,100股，共计募集资金12,574,154,139.00元，扣除发行费用184,378,579.56元（不含增值

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2,389,775,559.4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经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19)第00386号）。公司已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根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总投资额

（

建成价

）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阳江

5

、

6

号机组 阳江核电有限公司

2,584,405 300,000.00

2

防城港

3

、

4

号机组

广西防城港核电有

限公司

3,748,979 80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 - 138,977.56

合计

6,333,384 1,238,977.56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阳江5、6号机组和防城港3、4号机组的

部分，分别通过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阳江核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江核电” ）和广西防城

港核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防城港核电” ）实施。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300,000.00万元用于

置换预先投入阳江5、6号机组的自筹资金，拟使用募集资金772,730.50万元用于置换预先投入

防城港3、4号机组的自筹资金。

为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建设，根据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公司拟将用于防城港3、4

号机组的剩余募集资金27,269.5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予防城港核电， 实施防城港3、4号机组

项目建设。

二、委托贷款的基本情况

（一）委托贷款对象

公司名称：广西防城港核电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年9月3日

注册地址：港口区迎宾街39号红树林大厦西塔楼15-25层

注册资本：585,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周建平

经营范围：核电站投资、建设与经营；发电（以上经营范围所涉及国家专项专营规定的从

其规定）；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

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股东结构：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广西防城港中广核核电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61%的股

权，广西广投能源有限公司持有其39%的股权。

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总资产为4,329,076.71万元，净资产为651,925.96万元，2018

年净利润为67,045.19万元，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条款

公司拟通过委托贷款使用剩余募集资金实施募投项目，委托贷款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序号 委托贷款对象 贷款期限

（

年

）

年利率 用途 金额

（

万元

）

1

防城港核电

5 4.275%

防城港

3

、

4

号机组建

设

27,269.50

三、委托贷款的风险分析

防城港核电是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

理活动具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委托贷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

四、审议情况及专项意见说明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使

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用于防城港3、4号机组投资建设的

剩余募集资金27,269.5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予防城港核电，实施防城港3、4号机组项目建设。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防城港核电提供委托贷款，是基于

相关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建设需要，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和用

途等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防城港核

电是公司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公司向其提供委托贷款期间对其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具

有控制权，财务风险可控，委托贷款形成坏账的可能性极小。同意公司将用于防城港3、4号机

组投资建设的剩余募集资金27,269.50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予防城港核电， 实施防城港3、4号

机组项目建设。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

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用于防城港3、4号机组投资建设的剩余募集资金27,269.50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予防城港核电，实施防城港3、4号机组项目建设。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防

城港核电提供委托贷款实施募投项目，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由独立董

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的相关规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防城港核电提供委托贷款实施募投项目，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防城港核电提供委托贷

款实施募投项目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3816����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19-011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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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072,730.50万元，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和置换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81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8月12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2.49元的发行价格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

049,861,100股，共计募集资金12,574,154,139.00元，扣除发行费用184,378,579.56元（不含增值

税）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2,389,775,559.4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经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19)第00386号）。公司已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根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阳江5、6号机组和防城港3、4号机组建设及补充流动

资金。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9年9月12日出具了《关于中国广核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

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19)第E00257号），自2018年2月12日至2019年8月15日止，公司以自

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1,073,056.17万元，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前述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

建

成价

）

拟投入募集资金 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1

阳江

5

、

6

号机组

2,584,405 300,000.00 300,325.67 300,000.00

2

防城港

3

、

4

号机

组

3,748,979 800,000.00 772,730.50 772,730.50

3

补充流动资金

- 138,977.56 - -

合计

6,333,384 1,238,977.56 1,073,056.17 1,072,730.50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先期投入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 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置换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审议情况及专项意见说明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以

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1,072,730.50万元人民币。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相关程

序符合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民币1,072,730.50万

元。

3.�监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9月12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以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1,072,730.50万

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事项。

4.�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意见

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9年9月12日出具的《关于中国广核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

况的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19)第E00257号）审核，自2018年2月12日（2018年2月11日召开

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意本次发行上市的次日）至2019年8月15日止，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合计为人民币1,073,056.17万元。

5.�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1,072,730.50万元的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该事

项已经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且由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由德勤华永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核报告，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同时，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符合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且募集资金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

议。

四、备查文件

1.�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审核报告》（德

师报(核)字(19)第E00257号）

5.�《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证券代码：003816����证券简称：中国广核 公告编号：2019-013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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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了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

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381号）核准，公司于2019年8月12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以每股人民币2.49元的发行价格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5,049,

861,100股，共计募集资金12,574,154,139.00元，扣除发行费用184,378,579.56元（不含增值税）

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2,389,775,559.4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19)第00386号）。公司已对募集资

金进行了专户存储。

根据《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股）招股说明书》，公司本次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如下项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

建成价

）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阳江

5

、

6

号机组

2,584,405 300,000.00

2

防城港

3

、

4

号机组

3,748,979 800,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 138,977.56

合计

6,333,384 1,238,977.56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需要一定的周期，根据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的付款进度，

现阶段募集资金在短期内出现暂时闲置的情况。

二、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况

1.�投资目的

为提高公司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计划

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增加资金收

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取更多的回报。

2.�投资产品品种范围

公司将按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对投资产品进行严格评估，计划投资的产品包括投资

期限在12个月以内（含）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

存款、其他保本型理财产品等），不包括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为投资标的的

银行理财产品，不涉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风险投资品种。理财产品的相关主体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3.�投资额度及期限

投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本数），投资的理财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上述资金

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4.�实施方式

上述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由董事

会授权公司财务总监在额度范围和有效期内行使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选择合格的现金管理产品发行主体、明确金额、选择产品品种、签署合同等相关事宜。公司投

资产品不得质押，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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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立或者注销闲置募集资金使用的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若有），公司应当及时报深圳

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5.�信息披露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求及时披露公司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进行现金管理，尽管公司选择低风险

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未来不排除相关收益将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公司拟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公司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选择适当的理财产品，确保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和正常经营；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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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日常监督，定期对资金使用

情况进行审计、核实；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5.�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的情况下，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并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募

集资金项目建设，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可以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股东获取良好的投资回报。

五、审议情况及专项意见说明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

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其他保本型

理财产品等），期限不超过12个月，上述资金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

以滚动使用。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

况下，同意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

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其他保本型理财产品等），期限不超过12个

月，上述资金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

安全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本数）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

投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其他保本型理财产品等），期限不超过

12个月，上述资金额度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滚动使用。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

本理财产品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且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事项依法

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理财产品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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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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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9月6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19年9月12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其中谭建生董事因其他公务安

排，已书面委托施兵董事代为行使表决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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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核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与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有关公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

目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1）。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并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该事项出具了审核报告， 并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2.�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有关公告《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

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2）。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并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3.�审议通过《关于批准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

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有关公告《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3）。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和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意见，并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四、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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