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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签订丽江（三期）年产10GW

单晶硅棒建设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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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合同类型及金额：本合同类型为投资协议，拟由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乙方” ）全资子公司华坪隆基硅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坪隆基” 或“乙方

项目公司” ）投资约25亿元（含流动资金）。

● 项目建设进度：具体实施进度以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批的进度为准。

●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同意，双方代表签字并经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 对上市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项目投产后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升高效单晶硅棒产能，

抢抓光伏市场发展机遇，不断提高市场规模和竞争力。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召开董事会

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测算并及时披露。

● 风险提示：

1、项目实施前尚需履行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2、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及融资环境发生变化，项目的实

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3、鉴于上述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确保项

目顺利实施。

一、投资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协议签订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6年7月26日、2018年4月3日与丽江市人民政府签订了丽江年产5GW单晶

硅棒建设项目（一期项目）投资协议、丽江年产6GW单晶硅棒建设项目（二期项目）（具体内

容请详见公司2016年7月27日、2018年4月9日披露的相关公告），两期项目均已全部投产。 在此

基础上，根据战略发展需求，公司于2020年9月21日与丽江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甲方” ）签

订《单晶硅棒三期项目（年产10GW单晶硅棒建设项目）投资协议》，就公司在丽江新增投资

建设年产10GW单晶硅棒项目（三期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达成合作意向。本次签署的投

资项目实施前尚需根据投资金额履行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丽江市人民政府

2、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云南省作为我国“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我国沿边开放的前沿，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核心建设区，太阳能资源丰富、水力发电量富足，工业硅产量居国内前

列，具备发展高效单晶光伏全产业链得天独厚的条件。

二、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丽江（三期）年产10GW单晶硅棒建设项目。

2、项目投资内容：乙方全资子公司华坪隆基为本项目的投资和运营主体，承担满足年产

10GW单晶硅棒产能所需的生产性设备设施的购置和安装、流动资金等。

3、投资概算：华坪隆基总投资预计约25亿元（含流动资金，具体金额以公司内部有权机构

审批的金额为准）。

4、建设周期：具体实施进度以公司内部有权机构审批的进度为准。

5、项目建设地点：丽江市华坪县华坪工业园区。

（二）各方的权利与义务

乙方项目公司租赁甲方提供的项目基础设施，租赁期限为20年，租赁期满后，由乙方项目

公司选择回购或续签租赁协议继续经营； 乙方按照协议约定投资建设年产10GW单晶硅棒产

能；甲方为本项提供适当的支持政策。

（三）违约责任

1、如甲方交付违约，应按协议约定承担违约金；

2、 如乙方项目公司在项目基础设施租赁协议签订后未按协议约定进度实施生产设备安

装，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项目公司以约定价格收购项目基础设施。

3、若受影响方因不可抗力事件而无法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义务，则该方不对此不

履行或部分不履行的条款承担违约责任。

（四）争议处理

如甲、乙双方发生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原告方所在地

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有权机构审批同意，双方代表签字并经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其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甲、乙双方协商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的项目投资协议符合公司未来产能规划的战略需要，该项目投产后有利于公司

进一步提升高效单晶硅棒产能，抢抓光伏市场发展机遇，不断提高市场规模和竞争力。 公司将

根据项目实施计划召开董事会进行项目可行性分析测算并及时披露。 以上投资协议的签订和

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产生影响。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签署的投资项目实施前尚需履行公司内部审议程序。

（二）本次签约项目实施如因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及融资环

境发生变化，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三）鉴于上述项目投资建设可能会对公司现金流造成压力，公司将统筹资金安排，合理

确定资金来源、支付方式、支付安排等，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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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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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比例减少，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经自查，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振

国、李喜燕、李春安（以下统称“信息披露义务人” ）自2013年8月12日至今，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的权益比例累计减少12.1079%。 其中：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增持导致其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比例累计减少3.5316%，因上市公司

历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激励授予及回购、配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等原因导致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的上市公司权益比例累计被动减少8.5763%。 现将相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李振国基本情况

姓名 李振国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2、李喜燕基本情况

姓名 李喜燕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3、李春安基本情况

姓名 李春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权 无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13年8月12日至今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增持，以及因上市公司历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股权激励授予及回购、配股、可转换公

司债券转股等原因导致其持股比例累计减少12.1079%。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2013

年

8

月

11

日

）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2020

年

9

月

18

日

）

变动比例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李振国 限售流通股

94,771,512 17.5984%

无限售流通股

544,499,068 14.4359% -3.1624%

李喜燕 限售流通股

35,558,532 6.6030%

无限售流通股

194,167,786 5.1478% -1.4551%

李春安 限售流通股

97,166,520 18.0431%

无限售流通股

398,033,199 10.5528% -7.4903%

合计 限售流通股

227,496,564 42.2445%

无限售流通股

1,136,700,053 30.1366% -12.1079%

注：上表各分项之和与合计的尾数差额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序号 变动方式 变动时间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变动前 持股比例变动后

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1

李 振 国 集 中 竞

价增持

2013-8-12

至

2014-3-11

李振国

94,771,512 17.5984% 98,674,385 18.3231% 0.7247%

李喜燕

35,558,532 6.6030% 35,558,532 6.6030% 0.0000%

李春安

97,166,520 18.0431% 97,166,520 18.0431% 0.0000%

小计

227,496,564 42.2445% 231,399,437 42.9692% 0.7247%

2

因 股 权 激 励 授

予被动稀释

2015-1-14

李振国

98,674,385 18.3231% 98,674,385 18.0130% -0.3101%

李喜燕

35,558,532 6.6030% 35,558,532 6.4912% -0.1118%

李春安

97,166,520 18.0431% 97,166,520 17.7377% -0.3054%

小计

231,399,437 42.9692% 231,399,437 42.2419% -0.7273%

3

李 春 安 大 宗 交

易减持

2015-5-14

至

2015-5-26

李振国

296,023,155 18.0130% 296,023,155 18.0130% 0.0000%

李喜燕

106,675,596 6.4912% 106,675,596 6.4912% 0.0000%

李春安

291,499,560 17.7377% 218,699,560 13.3078% -4.4299%

小计

694,198,311 42.2419% 621,398,311 37.8120% -4.4299%

4

因 非 公 开 发 行

被动稀释

2015-6-23

李振国

296,023,155 18.0130% 296,023,155 16.7104% -1.3026%

李喜燕

106,675,596 6.4912% 106,675,596 6.0218% -0.4694%

李春安

218,699,560 13.3078% 218,699,560 12.3455% -0.9623%

小计

621,398,311 37.8120% 621,398,311 35.0777% -2.7344%

5

李 振 国 集 中 竞

价增持

2015-7-6

李振国

296,023,155 16.7104% 298,390,255 16.8440% 0.1336%

李喜燕

106,675,596 6.0218% 106,675,596 6.0218% 0.0000%

李春安

218,699,560 12.3455% 218,699,560 12.3455% 0.0000%

小计

621,398,311 35.0777% 623,765,411 35.2113% 0.1336%

6

李 喜 燕 集 中 竞

价增持

2015-7-22

李振国

298,390,255 16.8440% 298,390,255 16.8440% 0.0000%

李喜燕

106,675,596 6.0218% 106,685,596 6.0224% 0.0006%

李春安

218,699,560 12.3455% 218,699,560 12.3455% 0.0000%

小计

623,765,411 35.2113% 623,775,411 35.2118% 0.0006%

7

因 股 权 激 励 限

制 性 股 票 回 购

被动增加

2015-12-17

李振国

298,390,255 16.8440% 298,390,255 16.8451% 0.0011%

李喜燕

106,685,596 6.0224% 106,685,596 6.0227% 0.0004%

李春安

218,699,560 12.3455% 218,699,560 12.3463% 0.0008%

小计

623,775,411 35.2118% 623,775,411 35.2141% 0.0023%

8

因 股 权 激 励 授

予被动稀释

2016-3-28

李振国

298,390,255 16.8451% 298,390,255 16.8170% -0.0281%

李喜燕

106,685,596 6.0227% 106,685,596 6.0127% -0.0100%

李春安

218,699,560 12.3463% 218,699,560 12.3257% -0.0206%

小计

623,775,411 35.2141% 623,775,411 35.1554% -0.0587%

9

因 非 公 开 发 行

被动稀释

2016-9-8

李振国

298,390,255 16.8170% 298,390,255 15.0383% -1.7787%

李喜燕

106,685,596 6.0127% 106,685,596 5.3768% -0.6359%

李春安

218,699,560 12.3257% 218,699,560 11.0221% -1.3036%

小计

623,775,411 35.1554% 623,775,411 31.4371% -3.7182%

10

因 股 权 激 励 授

予被动稀释

2016-12-14

李振国

298,390,255 15.0383% 298,390,255 14.9436% -0.0947%

李喜燕

106,685,596 5.3768% 106,685,596 5.3429% -0.0339%

李春安

218,699,560 11.0221% 218,699,560 10.9526% -0.0694%

小计

623,775,411 31.4371% 623,775,411 31.2391% -0.1980%

11

因 股 权 激 励 限

制 性 股 票 回 购

被动增加

2016-12-29

至

2017-12-25

李振国

298,390,255 14.9436% 298,390,255 14.9645% 0.0209%

李喜燕

106,685,596 5.3429% 106,685,596 5.3504% 0.0075%

李春安

218,699,560 10.9526% 218,699,560 10.9679% 0.0153%

小计

623,775,411 31.2391% 623,775,411 31.2828% 0.0437%

12

因 可 转 债 转 股

被动稀释

2018-5-8

至

2018-

5-28

李振国

298,390,255 14.9645% 298,390,255 14.9640% -0.0005%

李喜燕

106,685,596 5.3504% 106,685,596 5.3502% -0.0002%

李春安

218,699,560 10.9679% 218,699,560 10.9676% -0.0004%

小计

623,775,411 31.2828% 623,775,411 31.2818% -0.0010%

13

李 振 国 集 中 竞

价增持

2018-6-6

至

2018-

9-5

李振国

417,746,357 14.9640% 418,845,437 15.0034% 0.0394%

李喜燕

149,359,835 5.3502% 149,359,835 5.3502% 0.0000%

李春安

306,179,384 10.9676% 306,179,384 10.9676% 0.0000%

小计

873,285,576 31.2818% 874,384,656 31.3211% 0.0394%

14

因 可 转 债 转 股

被动稀释

2018-5-29

至

2018-9-30

李振国

418,845,437 15.0034% 418,845,437 15.0033% 0.0000%

李喜燕

149,359,835 5.3502% 149,359,835 5.3502% 0.0000%

李春安

306,179,384 10.9676% 306,179,384 10.9676% 0.0000%

小计

874,384,656 31.3211% 874,384,656 31.3211% -0.0001%

15

因 股 权 激 励 限

制 性 股 票 回 购

被动增加

2018-11-19

李振国

418,845,437 15.0033% 418,845,437 15.0082% 0.0048%

李喜燕

149,359,835 5.3502% 149,359,835 5.3519% 0.0017%

李春安

306,179,384 10.9676% 306,179,384 10.9711% 0.0035%

小计

874,384,656 31.3211% 874,384,656 31.3312% 0.0101%

16

因 可 转 债 转 股

被动稀释

2018-10-1

至

2019-4-16

李振国

418,845,437 15.0082% 418,845,437 15.0081% -0.0001%

李喜燕

149,359,835 5.3519% 149,359,835 5.3519% 0.0000%

李春安

306,179,384 10.9711% 306,179,384 10.9710% -0.0001%

小计

874,384,656 31.3312% 874,384,656 31.3309% -0.0002%

17

因 实 施 配 股 被

动增加

2019-4-19

李振国

418,845,437 15.0081% 544,499,068 15.0239% 0.0158%

李喜燕

149,359,835 5.3519% 194,167,786 5.3575% 0.0056%

李春安

306,179,384 10.9710% 398,033,199 10.9826% 0.0116%

小计

874,384,656 31.3309% 1,136,700,053 31.3640% 0.0330%

18

因 可 转 债 转 股

被动稀释

2019-4-17

至

2019-6-30

李振国

544,499,068 15.0239% 544,499,068 15.0231% -0.0008%

李喜燕

194,167,786 5.3575% 194,167,786 5.3572% -0.0003%

李春安

398,033,199 10.9826% 398,033,199 10.9820% -0.0006%

小计

1,136,700,053 31.3640% 1,136,700,053 31.3623% -0.0016%

19

因 股 权 激 励 限

制 性 股 票 回 购

被动增加

2019-7-19

李振国

544,499,068 15.0231% 544,499,068 15.0255% 0.0024%

李喜燕

194,167,786 5.3572% 194,167,786 5.3581% 0.0009%

李春安

398,033,199 10.9820% 398,033,199 10.9838% 0.0017%

小计

1,136,700,053 31.3623% 1,136,700,053 31.3673% 0.0050%

20

因 可 转 债 转 股

被动稀释

2019-7-1

至

2019-

9-3

李振国

544,499,068 15.0255% 544,499,068 14.4333% -0.5922%

李喜燕

194,167,786 5.3581% 194,167,786 5.1469% -0.2112%

李春安

398,033,199 10.9838% 398,033,199 10.5509% -0.4329%

小计

1,136,700,053 31.3673% 1,136,700,053 30.1311% -1.2362%

21

因 股 权 激 励 限

制 性 股 票 回 购

被动增加

2019-11-15

至

2020-9-18

李振国

544,499,068 14.4333% 544,499,068 14.4359% 0.0026%

李喜燕

194,167,786 5.1469% 194,167,786 5.1478% 0.0009%

李春安

398,033,199 10.5509% 398,033,199 10.5528% 0.0019%

小计

1,136,700,053 30.1311% 1,136,700,053 30.1366% 0.0055%

注：上表各分项之和与合计的尾数差额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1、2013年8月12日至2014年3月11日期间， 李振国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902,873股，累计增持比例0.7247%。本次增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42.2445%增加至42.9692%，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4年8月14日披露的

相关公告。

2、2015年1月14日， 公司因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

票9,272,300股，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538,524,000股增加至547,796,300股，导致信息

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42.9692%被动稀释至42.2419%， 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0.7273%，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5年1月1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3、2015年5月14日至2015年5月26日期间， 李春安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

减持公司股份72,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299%，本次减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42.2419%下降至37.812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5月19日、2015年5

月22日、2015年5月23日、2015年5月2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4、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515号）批准，公司向8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128,104,575股。 本次发行的新

增股份于2015年6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

续。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643,388,900股增加至1,771,493,475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7.8120%被动稀释至35.0777%，持股比例被动减少2.7344%，具体内容

请详见公司2015年6月2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5、2015年7月6日，李振国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2,367,

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336%，本次增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由35.0777%增加至35.2113%，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7月8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6、2015年7月22日， 李喜燕女士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1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0006%，本次增持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由35.2113%增加至35.2118%，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7月24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7、2015年12月17日，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

数量114,000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771,493,475股减少至1,771,379,475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5.2118%被动增加至35.2141%， 持股比例被动增加

0.0023%，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5年12月1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8、2016年3月28日， 公司因实施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预留限制性股

票2,960,000股，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771,379,475股增加至1,774,339,475股，信息披

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5.2141%被动稀释至35.1554%， 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0.0587%。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6年3月31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9、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西安隆基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1495号）批准，公司向8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209,859,154股。 本次发行新增

股份于2016年9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774,339,475股增加至1,984,198,629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5.1554%被动稀释至31.4371%，持股比例被动减少3.7182%，具体内容请

详见公司2016年9月1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10、2016年12月14日，公司因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

票12,577,400股，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984,198,629股增加至1,996,776,029股，导致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1.4371%被动稀释至31.2391%， 持股比例被动减少

0.1980%，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6年12月1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11、公司分别于2016年12月29日、2017年1月18日、2017年12月25日回购注销了公司首期和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限制性股票140,000股、745,200股、1,901,180股，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由1,996,776,029股减少至1,993,989,649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31.2391%被动增加至31.2828%，持股比例被动增加0.0437%。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6年12月

29日、2017年1月18日、2017年12月23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12、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7]1594号）核准，公司于2017年11月2日向社会公开发行2,800万张可转换公

司债券（以下简称“隆基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期限6年。 隆基转债自2018年5月8日起进入

转股期，2018年5月8日至2018年5月28日期间，隆基转债累计转股数量为63,986股，转股后公司

总股本由1,993,989,649股增加至1,994,053,635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31.2828%被动稀释至31.2818%，持股比例被动减少0.0010%。

13、2018年6月6日至2018年9月5日，李振国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增持公司股份1,099,080股，占公司2018年5月28日总股本的0.0394%，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1.2818%增加至31.3211%（未考虑2018年5月29日至2018年9月5日期间隆基

转债转股的情形）。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8年6月7日、2018年9月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14、2018年5月29日至2018年9月30日，隆基转债累计转股数量4,912股，转股后公司总股本

由2,791,675,089股增加至2,791,680,001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1.3211%

被动稀释至31.3211%，持股比例被动减少0.0001%。

15、2018年11月19日，公司回购注销首期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897,162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791,680,001股减少至2,790,782,839股,信息披露义

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1.3211%被动增加至31.3312%，持股比例被动增加0.0101%（未

考虑2018年10月1日至2018年11月19日期间隆基转债转股的情形）。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8

年11月1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16、2018年10月1日至2019年4月16日，隆基转债累计转股数量20,696股，转股后公司总股

本由2,790,782,839股增加至2,790,803,535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31.3312%被动稀释至31.3309%，持股比例被动减少0.0002%。

17、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

202号）核准，公司向截至2019年4月8日（股权登记日，T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隆基股份全体股东 （总股本为2,790,

803,535股），按照每10股配3股的比例配售A股股份，实际配售数量833,419,462股。截至2019年4

月19日，本次配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2,790,803,535股增加至3,624,222,997股，李振国先生、李

喜燕女士、李春安先生分别因配股新增持股数量125,653,631股、44,807,951股、91,853,815股，信

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1.3309%增加至31.3640%。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9

年4月24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18、2019年4月17日至2019年6月30日，隆基转债累计转股数量189,169股，转股后公司总股

本由3,624,222,997股增加至3,624,412,166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31.3640%被动稀释至31.3623%，持股比例被动减少0.0016%。

19、2019年7月19日，公司回购注销首期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576,254股，回购完成后总股本由3,624,412,166股减少至3,623,835,912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1.3623%增加至31.3673%，合计持股比例增加0.0050%。 具体内容请详见

公司2019年7月17日披露的相关公告（未考虑2019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9日期间隆基转债转

股情形）。

20、因触发提前赎回条款，隆基转债自2019年9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2019年7月1

日至2019年9月3日，隆基转债累计转股数量148,678,748股，转股后公司总股本由3,623,835,912

股增加至3,772,514,660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1.3673%被动稀释至

30.1311%，持股比例被动减少1.2362%。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9年9月5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21、 公司分别于2019年11月15日、2020年9月18日回购注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份497,903股和189,406股， 回购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772,514,660股减少为3,771,

827,351股，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30.1311%增加至30.1366%，持股比例被

动增加0.0055%。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2019年11月13日、2020年9月1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2、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0-078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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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为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将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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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9月21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9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9月21日交易时间，即

上午9:15~9:25，9: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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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青岛胶州市广州北路318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3、会议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何良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名， 代表有表决权公

司股份734,124,35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9.010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无

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3名， 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733,996,

3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0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128,0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4、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10名，代表有表决权公司股份1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010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0人，代表股份1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0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风险投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34,003,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12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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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375％；反对

12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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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闲置自有资金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734,003,95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6％；反对120,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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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审议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375％；反对

12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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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山东琴岛律师事务所对于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002545� � � � �证券简称：东方铁塔 公告编号：2020-079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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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构建和谐投资者关系，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青岛监管局、青岛市上市公司协会

主办、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协办的“2020年青岛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平台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

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下午15:00至17:00。 届

时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

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活动。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3555� � � �证券简称：*ST贵人 公告编号：临2020-067

债券代码：122346� � � �债券简称：14贵人鸟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诉讼、仲裁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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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阶段：调解结案、终局裁决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涉及贷款本金40,607万元，利息、罚息、复利1,062.98万元，仲裁费125.12

万元及后续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复利。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仲裁未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产生重大影响。

● 风险提示：调解、裁定的还款期限已至，由于存在流动性问题，公司无法按照约定的

还款期限履行还款义务，公司抵押、质押的资产将面临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风险。

一、诉讼、仲裁的基本情况及进展

（1）关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与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由于流动性紧张，未能按期偿还

各家银行的贷款本息，公司在各家银行的贷款已全部逾期。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

分行（以下简称“建行晋江分行” ）向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泉州中院” ）提起诉

讼申请，泉州中院受理该申请。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8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临2020-049号）。

2020年9月21日，公司收到了泉州中院于2020年9月14日出具的《民事调解书》（2020）闽

05民初1151号，经泉州中院主持调解，公司与建行晋江分行达成了债务调解。债务调解主要内

容如下：

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

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贵人鸟体育贸易有限公司、贵人鸟（厦门）有限公

司、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司、林天福、林锦治

1、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应在2020年9月18日前偿还原告贷款本金25,777万元，利息、

罚息、复利693.81万元(暂计至2020年7月6日)以及自2020年7月7日起至本息全部清偿之日止

按合同约定计算的利息、罚息、复利。

2、原告有权对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址在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坊脚村878号房

地产 [国有土地使用证： 晋国用 (2011) 第00733号， 房屋所有权证号： 晋房权证陈埭字第

201501816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闽(2018)晋江市不动产证明第0010951号]在最高限额7,325万

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3、原告有权对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址在福建省晋江市内坑镇下村村土地及

其地上建筑物[国有土地使用证：晋国用(2014)第01723号，不动产登记证明：闽(2019)晋江市不

动产证明第0056981号]在最高限额3,229.18万元范着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4、被告福建省贵人鸟体育贸易有限公司、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

有限公司在最高限额26,400万元范围内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贵人鸟体育贸

易有限公司、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5、被告林天福、林锦治对上述第一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林天福、林锦治承担清偿

责任后，有权向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追偿。

6、本案诉讼费136.53万元，减半收取68.27万元，由被告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贵人

鸟体育贸易有限公司、厦门贵人鸟体育营销有限公司、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林天福、林锦

治共同承担。

截至目前，上述《民事调解书》约定的还款期限已至，但由于资金流动性问题，公司未能

按照《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向建行晋江分行履行还款义务。

（2）关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与公司金融贷款纠纷一案

由于流动性紧张，公司未能按期偿还各家银行的贷款本息，公司在各家银行的贷款已全

部逾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向泉州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泉州仲裁委员会

受理了该项仲裁申请。 2020年9月9日，公司收到泉州仲裁委员会于2020年9月8日出具的《裁

决书》（【2020】泉仲晋字587号），裁决结果如下：（1）被申请人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

裁决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偿还《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项下的借款本金及利息、罚息、复利共计人民币15,199.17万元，并支付自2020年8月1日起至全

部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以《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的计结息方式计算为准)。

（2） 被申请人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如未在裁决确定的时间内向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晋江分行偿还借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利，申请人有权对位于泉州市台商投资区东

园镇阳光村山紫阳555号4、5、6号车间及土地和土地上的建筑物的抵押物予以折价或变卖、拍

卖，折价或变卖、拍卖所得款项申请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有优先受偿权。（3）被

申请人林天福、林锦治对被申请人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述还款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本案仲裁费人民币56.85万元由被申请人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林天福、林锦治连带承

担。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仲裁进

展公告》（临2020-065号）。

截至目前，上述《裁决书》裁定的还款期限已至，但由于资金流动性问题，公司未能按照

《裁决书》的要求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履行还款义务。

二、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本次诉讼、仲裁案件所涉及的贷款本金已体现在公司财务报表范围内，利息、罚息

和复利合计1,062.98万元，全部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利息、罚息、复利，以及仲裁费125.12万元也

将按规定计提计入2020年当期损益。因此，本次诉讼、仲裁未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

重大影响。

三、风险提示

调解、裁定的还款期限已至，由于存在流动性问题，公司无法按照约定的还款期限履行

还款义务，公司抵押、质押的资产将面临被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风险。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

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603681� � � �股票简称：永冠新材 编号：2020-067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

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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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9月2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第十八届发行审核

委员会2020年第139次工作会议对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

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批准的

正式文件后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497� � �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20-72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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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2020�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 投资者可

以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时间

为2020�年9�月25�日（周五）15:00�至17:00。

届时公司董事、总裁高欣先生，董事、财务总监杨庆女士和董事、董事会秘书翟雄鹰先生将

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经营状况、发展战略、风险防控、投资者保护等投

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51� � � �证券简称：金时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6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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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2020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 投资者可

以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时间

为2020年9月25日（周五）15:00�至 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经营状况、发展战略、风

险防控、投资者保护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2日

证券代码：000586� � � �证券简称：汇源通信 公告编号：2020-041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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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

司” ）将参加“2020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投资者

可以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

动，时间为2020年9月25日（周五）15:00�至 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经营状况、发展战

略、风险防控、投资者保护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汇源光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九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