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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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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0年4月22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并定于

2020年5月7日上午09:30召开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19年度的经营业绩、财务状况、战略规划

等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20年5月7日（星期四）09:30-11:30

召开方式：网络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会人员：董事、总经理蒋培进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吴和平先生，独立董事王昶

先生，会计机构负责人姚兵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通过“中国基金报-机会宝网上路演中心”（www.jhbshow.com）在线参

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为了做好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工作，本公司现就本次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

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于2020年5月6日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会议联系人邮箱，本

公司将在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逍；张宁

电话：0562-2300148；0562-5860149

邮箱：875498305@qq.com；NTLYS0715@163.com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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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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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媒控股、本公司）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

会议和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劵的议案》，详见公司

于2018年3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18-007号《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劵的公告》。

2018年11月22日，本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

市协注[2018]SCP305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详见公司

于2018年11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2018-053号《关于获准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2020年4月26日，本公司发行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现将有关发行结果公告如下：

名称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二

期超短期融资券

简称 20华媒SCP002

代码 012001618 期限 270天

起息日 2020年4月27日 兑付日 2021年1月22日

计划发行总额 1.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5亿元

发行利率 2.10%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面值

簿记管理人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的有关文件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

清算网（www.shclearing.com）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华媒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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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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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204,505.87 869,352,420.14 16.6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54,658,600.49 125,618,507.79 2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149,773,594.68 120,287,204.37 24.5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90,791,187.55 40,642,076.73 -323.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14 0.0418 22.9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14 0.0418 22.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5% 0.98%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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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58,769,160.47 37,449,855,965.33 2.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87,988,705.41 13,330,117,334.33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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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全面摊薄每股收益（元/股） 0.0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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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7,691.05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718,338.82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126,706.8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040,390.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57,340.36

合计 4,885,005.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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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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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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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其他 1.76% 52,8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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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45,37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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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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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三号 52,860,619 人民币普通股 52,86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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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70,480 人民币普通股 45,370,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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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41,969,499 人民币普通股 41,969,4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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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川三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申万宏源证券有限

公司作为管理人，成立申万宏源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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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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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责任公司通

过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持有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不超过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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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3月31日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预付款项 79,916,525.04 139,022,541.09 -42.52% 预付款项结算，导致余额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179,834,323.89 70,247,850.54 156.00%

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较

期初增加。

应付票据 189,993,760.48 372,672,168.06 -49.02% 主要为本期票据到期结算。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3月发生额 2019年1-3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4,151,587.61 5,989,555.39 136.27%

组件销量增加导致运输费用较上年同期增

加。

研发费用 11,725,979.07 6,982,852.15 67.93% 本期加大研发费用投入。

其他收益 7,496,205.28 11,951,526.81 -37.28% 本期收到的税收返还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收益 718,338.82 2,497,735.79 -71.24% 本期理财产品收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

“-”号填列）

13,636,782.57 2,197,762.55 520.48% 应收款项收回导致信用减值损失冲回。

营业外收入 9,773,980.65 3,491,793.86 179.91% 本期收到原股东补偿款导致收入增加。

营业外支出 5,145,653.73 265,632.08 1837.14% 本期为疫区捐款导致支出增加。

所得税费用 25,660,278.34 16,353,213.42 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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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3月发生额 2019年1-3月发生额 变动比例 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90,791,187.55 40,642,076.73 -323.39%

太阳能产品业务年初部分应付票据到期承

兑导致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366,971,882.03 -67,318,483.60 -445.13%

一是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收支净额

较上年同期减少；二是本期构建固定资产支

出较上年同期减少；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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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646,662,528.75 -177,753,196.80 463.80% 本期偿还融资租赁借款较上年同期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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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累计已使用人民币466,313.91万元（包括

使用置换资金154,712.74万元，其中本期置换金额0.00万元）；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余额

为人民币17,500.00万元； 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入人民币1,470.15万元， 收到募集资金理财收入人民币10,

039.14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人民币20,798.34万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含存入暂未使用的手续费余

额0.04万元）。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2019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19太阳G1” 募集资金中34,960.43万元已用于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绿色产业项目，15,000.00万元已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利息收入11.69万元，手续费支出0.46

万元，公司债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10.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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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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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588,

435.70

公 允 价

值计量

747,

954.67

0.00

-2,240,

861.87

0.00 0.00 0.00

283,

660.21

其 他 权

益 工 具

投资

股 份 置

换

合计

74,588,

435.70

--

747,

954.67

0.00

-2,240,

861.87

0.00 0.00 0.00

283,

660.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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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适用

五、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具体类型 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 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银行理财产品 闲置募集资金 17,500.00 17,500.00 0.00

注：1、委托理财发生额指在报告期内该类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即在报告期内单日该类委托理财未

到期余额合计数的最大值。

2、未到期余额，指报告期末该类委托理财未到期余额合计数。

单项金额重大或安全性较低、流动性较差、不保本的高风险委托理财具体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委托理财出现预期无法收回本金或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减值的情形

□ 适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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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待时间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调研的基本情况索引

2020年02月28日 电话沟通 机构 公司经营相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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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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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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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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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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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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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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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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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日现金管理余额不超过人民

币5亿元（含）、单笔产品不超过人民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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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两个议案均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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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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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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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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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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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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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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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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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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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

2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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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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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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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日现金管理余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本数）、单笔产品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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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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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7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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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行使任一日现金管理余额不超过5亿元（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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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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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累计已使用人民币466,313.91万元（包括

使用置换资金154,712.74万元，包含使用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金额34,000.00）；收到募集资金利息收

入人民币1,470.15万元，收到募集资金理财收入人民币10,039.14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人民币20,798.34万

元（含利息收入和理财收入，含存入暂未使用的手续费余额0.04万元）。募集资金账户余额和临时补充流动

资金归还金额可用于进行现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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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人民币20,798.34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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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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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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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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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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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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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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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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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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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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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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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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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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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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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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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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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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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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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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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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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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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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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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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8（注1）

合计

20,798.34（注

2）

注1：该专户系用于存放补充流动资金的101,676.35万元募集资金，专户产生投资收益及利息1,707.98万

元，已部分使用。

注2：账户余额含存入暂未使用的手续费余额0.04万元。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66,313.91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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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42.90

2 吉林镇赉49.8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注1） 8,827.75 8,465.83

3 嘉兴3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 25,206.15 23,878.08

4 民勤100兆瓦光伏并网发电项目一期30兆瓦 22,455.95 21,622.26

5 中节能新泰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4,601.61 12,456.68

6 贵溪一期2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14,145.22 13,688.06

7 贵溪二期50兆瓦光伏电站项目 40,251.61 33,679.09

8 平原4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一期20兆瓦 19,502.87 19,099.51

9 怀来20兆瓦光伏农业科技大棚并网发电项目 20,000.00 17,995.39

10 扬州9.71兆瓦分布式屋顶光伏发电项目(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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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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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5.58

13 中节能四师63团二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7,180.32 14,189.82

14 哈密5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42,437.17 38,866.35

15 轮台二期3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26,025.46 19,798.29

16 中节能巢湖二期20MWp光伏发电项目 12,800.00 10,664.79

17 中节能寿县正阳关一期2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11,500.00 6,9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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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8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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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999.97 101,676.35

21 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34,000.00

475,602.92 466,31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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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76.35万元募集资金产生投资收益及利息1,707.98万元已部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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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

31日，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尚有12,212.99万元未动用。

三、2019年度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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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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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1,470.14万元，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已产

生投资收益10,039.14万元。

截至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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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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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收回本金

（万元）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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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0.00

2500万（5500万

未赎回）

2019年8月19日 T+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东外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企业金融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6,000.00 未到期

2020�年 3

月 9�日

2020�年 5

月 6

日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永安支行

闲置募集资金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收益

型

6,000.00 未到期

2020�年 3

月 9�日

2020�年 5

月 6

日

四、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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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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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可以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滚动进行使用，即任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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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元（含），单笔产品不超过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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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日不超过5亿元（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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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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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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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000818� � � �证券简称：航锦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7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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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4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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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0年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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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4月28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办公楼2层A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蔡卫东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00,374,04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9.0443%。

其中：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98,

502,35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7730%。

（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1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71,69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713%。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2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074,047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300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了表决，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00,339,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9,7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462％；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200,339,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9,7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462％；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200,339,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9,7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462％；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同意200,337,5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8％；反对36,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7,5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402％；反对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5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200,339,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9,7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462％；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00,339,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9,7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462％；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0年综合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同意200,339,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39,7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462％；反对3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5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00,317,9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0％；反对56,1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 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2,017,94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2951％；反对56,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04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春明、潘泽洲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东晟律师事务所关于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航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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