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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2020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 《2020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 《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审议通过《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和专户使用，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情况。 公司已披露的

相关信息真实反映了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实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公告编号：2021-035）。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6）。

另， 公司将于2021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说明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度业绩暨利润分配方案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考核及薪酬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考核及薪酬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涉及董事2020年度薪酬事项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8）。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9）。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3、审议通过《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40）。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4、审议通过《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2020年度环境、社会和治理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2020年度环境、社会

和治理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5、审议通过《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

公司已于2021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了董事辞职相关事宜，详见《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0）。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候选董事李一鸣先生符合《公司法》中关于董事任

职资格条件的要求，其简历后附。 董事会同意提名李一鸣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职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6、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沈忠民回避表决。

董事会认为公司新增的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正常购销往来与服务， 公司预计的

关联交易是在公开、公平、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董事会同意本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 《关于新增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1）。

表决结果：同意票10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1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1年4月28日在公司总部大楼5楼会议室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 《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公告编号2021-042）。

表决结果：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附：候选董事李一鸣先生简历：

李一鸣先生，董事，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2002年12月至2012

年7月期间，历任广东省建筑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广东省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董事、总经理，广东建总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第16届亚运会组委会场馆器材部

技术处处长，广州市道路扩建工程办公室党委委员、副主任。2012年7月至今，历任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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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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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1元 （含税）（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

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

股分配比例，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 2020年度现金分红比例占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5.01%，低于30%，主要原因：公司

考虑了目前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经营模式，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量较大等因素，需要积累

适当的留存收益，以解决公司资金需求，以便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

长远利益。

一、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20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74,071,306.07元， 其中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为1,

271,136,437.87元， 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1,972,634,625.83元， 母公司资本公积余额为9,612,968,

710.76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20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共拟

分配现金红利206,291,331.62元（含税）。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为1,875,375,742股，以此计

算，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10元（含税）。 分配后的未分配利润余额结转下一年度。 本年度不进行送股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20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15.01%。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206,

291,331.62元（含税）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

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

2020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74,071,306.07元，其中2020年度母公司实现

净利润为1,271,136,437.87元，母公司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1,972,634,625.83元，2020年度共计分配现金红

利206,291,331.62元（含税），占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为15.01%，公司本次利润分配预案

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9年-2021年）》的相关规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要求，对公司拟分配的现金总额占本年度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30%的具体原因说明如下：

1、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从外部宏观环境看，全球经济环境依然处于复杂严峻的形势，多数主要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

度放缓。受到新冠疫情冲击，2021年预计全球经济活动可能面临进一步萎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

部环境愈加复杂多变。 公司所处的装备制造业受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较大，与国民经济增长相关性

较强，易受到宏观经济变化及行业发展的周期性波动影响。

2、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公司正处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同时受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所导致的

国内外宏观经济和装备制造行业形势波动影响， 公司需要留存足额资金以满足公司业务转型发展及

偿债的资金需求，保障存量产业升级及新产业投资的顺利实施，增强公司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公司

平稳运营，实现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维护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

3、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主要会计数据 2020年（单位：万元） 2019年（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2,245,698.74 1,049,315.7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37,407.13 71,256.3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76,219.85 672,057.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3,075.41 575,526.42

公司2020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主要是风电行业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客户备战抢装潮，

风机销售回款增加的同时采购备货支付也相应增加所致。 在2020年陆上风电抢装、2021年海上风电抢

装形势下，公司在未来的一年多内将面临集中交货的情况。 为了满足生产需求，公司将支付大量的资

金采购零部件，特别是为了锁定供应商的供货，甚至需要提前预付采购款。 保持充足的运营资金流动，

是公司在抢装潮过程中确保订单合同交付的重要支撑。

除此之外，公司在未来的一年多内面临大量的资本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计划主要包括：自建风电

场同样面临抢装环境，风电场在建项目需要投资建设；为了保持核心竞争力，公司持续的研发投入。

上述资金投放， 支撑了公司未来三年的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期利

益。

4、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本次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系根据当期的实际经营情况及2021年的经营计划制定。公司留存

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公司原材料的采购、新产品的研发、产业链延伸等方面，同时公司滚存适量的

未分配利润能相应减少公司对外借款，从而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实现公司有质量、可持

续发展和股东利益最大化。 预计收益将不低于公司最近三年的平均盈利水平，相关预计收益水平取决

于宏观经济形势、市场竞争态势等多种因素影响。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1年4月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同意将本预案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认为：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将给予股东合理现金分红回报与维持公司生产经营相结合，综

合考虑了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利益， 有利于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我们对利润分配预案无异

议，同意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股东合理现金分红回报与公司生产经营之间的

平衡关系，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和投资者利益，其决策程序和机制完备、分红标准和比例明确且清

晰，符合《公司章程》及相关审议程序的规定，充分保护了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对利润分配预

案无异议，同意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4月6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

现金分红决策程序。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内外部因素、公司经营现状、未来发展规

划、未来资金需求以及董事的意见和股东的期望，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因

此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的每股收

益、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事项

公司将于2021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以网络互动的形式召开2020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投资者说明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度业绩暨利润分配方案投资者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3）。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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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0年度考核及薪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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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结合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并参照行业薪酬水平，经公司相

关主管部门考核确认，2020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具体如下：

一、非独立董事

在公司兼任其他岗位职务并领取薪酬的非独立董事、 不在公司兼任职务的非独立董事不领取董

事津贴。

二、独立董事

序号 姓名 2020年度薪酬（万元）

1 顾乃康 9.6

2 李仲飞 9.6

3 王玉 9.6

4 邵希娟 9.6

三、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由基本薪酬、绩效收入两部分组成，即：年度薪酬=基本薪酬+绩效收入，绩

效工资依据考评结果发放。

序号 姓名 2020年度薪酬（万元）

1 张传卫 250.63

2 沈忠民 449.28

3 王金发 119.61

4 张启应 155.35

5 刘连玉（报告期内离任） 26.71

6 梁才发 107.32

7 程家晚 113.64

8 鱼江涛（报告期内聘任） 114.05

9 杨璞 109.57

10 张忠海 74.77

11 王冬冬（报告期内聘任） 60.67

12 易菱娜（报告期内聘任） 59.30

13 刘建军 94.05

（注：上表中披露的为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总额，其中刘连玉任职至2020年3月5日止，其报

酬为2020年1月至2020年3月数据；鱼江涛、王冬冬、易菱娜自2020年3月30日起担任公司副总裁，其报酬

为2020年4月至2020年12月数据。 ）

本议案中涉及董事2020年度考核及薪酬事项尚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提出的薪酬分配方案，是根据公司所处的行业及地区的薪酬水平，按照公司

制度和绩效考核原则要求制定的，可以有效激励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提高工作积极性主动性，有利于

公司的经营发展。 该方案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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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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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8年12月7日，财政部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21号一租赁》 (财会[2018]35号)（以下简称

“新租赁准则” ）。 根据财政部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

行。

由于上述会计准则修订，公司需对原采用的租赁会计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二）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

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修订并发布的新租赁准则，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四）变更的日期

根据规定，公司于以上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 所有租赁将采用 相同的会计处理，租

入资产确认为一项使用权资产，按照与自有资产一致的会计 政策计提折旧。 未来租金付款义务的现

值确认为租赁负债，按照实际利率法每年 计提财务费用。符合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除外。相

应地，按新租赁准则 要求进行财务报表披露。

根据新租赁准则，公司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

调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

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 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况。

三、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8]35号)相关规定执行的合理变更，符合财

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

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四、监事会的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财会[2018]3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的合理变更，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

此，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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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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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

基于谨慎性原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经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有关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

2020年度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共计13,762.6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科目 2020年计提信用减值准备和资产减值准备金额 备注

信用减值损失 -7,140.53 损失以“一”号填列

固定资产减值损失 -3,612.57 损失以“一”号填列

存货跌价损失 -344.11 损失以“一”号填列

无形资产减值损失 -1,500.54 损失以“一”号填列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1,164.85 损失以“一”号填列

合 计 -13,762.60 损失以“一”号填列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为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应收票据坏账准备、应收款项融资坏账准备、其

他应收款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存货跌价准备、无形资产减值损失、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一） 金融资产坏账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报告期内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其他

应收款当期计提及转回坏账准备，影响利润7,140.53万元；

（二）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报告期内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利润3,612.57

万元。

（三） 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报告期内计提及转回存货跌价准备，影响利润344.11

万元。

（四）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报告期内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利润1,500.54

万元。

（五） 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报告期内计提合同资产减值准备，影响利润1,164.85

万元。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共计13,762.60万元，减少公司2020年度利润总额13,762.60

万元。 符合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

备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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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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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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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2]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上证公字[2013]13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明

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18〕2169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

由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于2019年1月11日采用全部

向社会公众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普通股（A� 股）股票27,59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4.75元。 截至2019年1月17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31,052.5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7,514.41万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123,538.09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 [2019]第110ZC0017

号《验资报告》验证。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553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

主承销商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于2019年12月16日采用全部

向社会公众发行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共计17,000,000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

截至2019年12月20日，本公司共募集资金170,00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1,697.99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

为168,302.01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致同验字 [2019]第110ZC0279

号《验资报告》验证。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证监许可[2020]1516号《关于核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本公司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13,916,713

股，每股发行价格14.02元。 截至2020年10月26日止，本公司实收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580,311.23万元，扣除发行费用3,106.50万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77,204.73万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致同验字 (2020)第

110ZC00394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二）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20年度，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截至2020年12月31日，阳江高新区明阳风机装备制造整机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48,538.09

万元，实际投资总额30,711.95万元，尚未使用17,826.14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阳江高新区明阳风机装备制造叶片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20,000.00

万元，实际投资总额19,198.91万元，尚未使用801.09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3）截至2020年12月31日，靖边明阳宁条梁二期风电场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35,000.00万元，

实际投资总额35,000.00万元。

（4）截至2020年12月31日，恭城低风速试验风电场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20,000.00万元，实际

投资总额19,995.78万元，尚未使用4.22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综上，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04,906.64万元，尚未使用金额为18,

631.45万元。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明阳锡林浩特市100MW风电场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68,453.06万

元，实际投资总额56,872.97万元，尚未使用11,580.09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锡林浩特市明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50MW风电供热项目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33,848.95万元，实际投资总额28,568.17万元，尚未使用5,280.78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

到结算期所致。

（3）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明阳清水河县韭菜庄50MW风电供热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27,

000.00万元，实际投资总额24,766.95万元，尚未使用2,233.05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

致。

（4） 截至2020年12月31日，MySE10MW级海上风电整机及关键部件研制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

额10,000.00万元，因处于前期阶段尚未实际使用募投资金。

（5）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补充流动资金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29,000.00万元， 实际投资金额29,

000.00万元。

综上，截至2020年12月31日，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139,208.09万元，尚未使用金额为

29,093.92万元。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截至2020年12月31日，10MW级海上漂浮式风机设计研发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61,595.00

万元，因处于前期阶段尚未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2）截至2020年12月31日，汕尾海洋工程基地（陆丰）项目明阳智能海上风电产业园工程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149,951.41万元，实际投资总额37,046.87万元，尚未使用112,904.54万元，系因该项目尚处

于建设期且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3）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京洁源山东菏泽市单县东沟河一期（50MW）风电项目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7,065.53万元，实际投资总额5,706.24万元，尚未使用1,359.29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

到结算期所致。

（4）截至2020年12月31日，平乐白蔑风电场工程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38,983.98万元，实际投

资总额33,758.46万元，尚未使用5,225.52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5）截至2020年12月31日，明阳新县七龙山风电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32,868.31万元，实际投

资总额24,742.04万元，尚未使用8,126.27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6）截至2020年12月31日，新县红柳100MW风电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58,132.07万元，实际投

资总额35,417.61万元，尚未使用22,714.46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7）截至2020年12月31日，北京洁源青铜峡市峡口风电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58,330.96万元，

实际投资总额39,926.01万元，尚未使用18,404.95万元，系因该项目部分款项尚未到结算期所致。

（8）截至2020年12月31日，混合塔架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37,512.07万元，因处

于前期阶段尚未实际使用募投资金。

（9）截至2020年12月31日，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132,765.40万元，

实际投资总额130,697.46万元，尚未使用2,067.94万元。

综上，截至2020年12月31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累计投入307,294.69万元，尚未使用金额为

269,910.04万元。

二、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该管理办法于2018年经本公司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

并与开户银行、 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专用存储监管协议，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

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

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火炬开发区支行 44050178050200001183 专用账户 3,453,416.55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火炬开发区支行 44050178050200001245 专用账户 397.89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火炬开发区支行 44050178050200001248 专用账户 56,402.58

中国建设银行中山火炬开发区支行 44050178050200001249 专用账户 46,141.02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44101560043504970000 专用账户 178,682,968.25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44101560043506450000 专用账户 8,225,515.22

合 计 -- -- 190,464,841.51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287.69万元，已扣除手续费1.00万元。

2、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29200144865 专用账户 565,579.9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火炬开发

区支行

44050178050200001577 专用账户 100,305,823.84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 708172643976 专用账户 44.0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火炬

开发区支行

44050178050200001584 专用账户 53,215,047.6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火炬

开发区支行

44050178050200001583 专用账户 22,659,527.9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29200145891 专用账户 116,272,656.89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29200145767 专用账户 -

合 计 -- -- 293,018,680.32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233.37万元，已扣除手续费1.19万元。

3、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营业部 634073826060 专用账户 23,038,773.2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分行营业部 731573828256 专用账户 616,150,183.7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火炬开发

区支行

44050178050200001851 专用账户 1,129,633,821.9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29200188523 专用账户 13,598,479.0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29200188895 专用账户 52,282,660.2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29200188248 专用账户 81,282,192.0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29200188496 专用账户 227,197,560.2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29200188647 专用账户 184,114,362.2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火炬开发

区支行

44050178050200001850 专用账户 375,283,218.67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19200189191 专用账户 222,177.3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张家边支

行

2011021719200189218 专用账户 222,112.77

合 计 -- -- 2,703,025,541.53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210.92万元，已扣除手续费0.34万元。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02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本公司无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20年度，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21年4月6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出具了鉴证报告，鉴证报告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

存放及使用情况相符。

八、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2021年4月6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了专项核

查报告，专项核查报告认为：公司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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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和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附件：202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特此公告。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股份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8日

附表：

2020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69,044.82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69,295.49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51,409.4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

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2)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额的差额

(3)＝(2)-

(1)

截至

期末

投入

进度

(%)

(4)＝

(2)/(1)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

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阳江高新区明阳风机装

备制造整机项目

否 48,538.09 48,538.09 48,538.09 2,986.18 30,711.95

-17,

826.14

63.27%

2019-12

-30

45,

093.76

是 否

阳江高新区明阳风机装

备制造叶片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477.40 19,198.91 -801.09 95.99%

2019-6-

30

靖边明阳宁条梁二期风

电场项目

否 35,000.00 35,000.00 35,000.00 17,150.79 35,000.00 0.00

100.00

%

2021-3-

31

-

不

适

用

否

恭城低风速试验风电场

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178.34 19,995.78 -4.22 99.98%

2020-10

-31

1,441.93 是 否

明阳锡林浩特市100MW

风电项目

否 68,453.06 68,453.06 68,453.06 56,872.97 56,872.97

-11,

580.09

83.08%

2021-4-

30

-

不

适

用

否

锡林浩特市明阳风力发

电有限公司50MW风电

供热项目

否 33,848.95 33,848.95 33,848.95 28,568.17 28,568.17 -5,280.78 84.40%

2020-8-

31

712.49 是 否

明阳清水河县韭菜庄

50MW风电供热项目

否 27,000.00 27,000.00 27,000.00 24,766.95 24,766.95 -2,233.05 91.73%

2020-5-

31

386.39 是 否

MySE10MW级海上风电

整机及关键部件研制项

目

否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 -

-10,

000.00

-

2022-9-

30

-

不

适

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29,000.00 29,000.00 29,000.00 29,000.00 29,000.00 -

100.00

%

不适用 -

不

适

用

否

10MW级海上漂浮式风

机设计研发项目

否 61,595.00 61,595.00 61,595.00 - -

-61,

595.00

- 不适用 -

不

适

用

否

汕尾海洋工程基地 （陆

丰） 项目明阳智能海上

风电产业园工程

否

149,

951.41

149,

951.41

149,

951.41

37,046.87 37,046.87

-112,

904.54

24.71%

2021-7-

31

-

不

适

用

否

山东菏泽市单县东沟河

一期（50MW）风电项目

否 7,065.53 7,065.53 7,065.53 5,706.24 5,706.24 -1,359.29 80.76%

2021-1-

10

-

不

适

用

否

平乐白蔑风电场工程项

目

否 38,983.98 38,983.98 38,983.98 33,758.46 33,758.46 -5,225.52 86.60%

2021-4-

30

-

不

适

用

否

明阳新县七龙山风电项

目

否 32,868.31 32,868.31 32,868.31 24,742.04 24,742.04 -8,126.27 75.28%

2021-4-

30

-

不

适

用

否

新县红柳100MW风电项

目

否 58,132.07 58,132.07 58,132.07 35,417.61 35,417.61

-22,

714.46

60.93%

2021-4-

30

-

不

适

用

否

北京洁源青铜峡市峡口

风电项目

否 58,330.96 58,330.96 58,330.96 39,926.01 39,926.01

-18,

404.95

68.45%

2021-4-

30

-

不

适

用

否

混合塔架生产基地建设

项目

否 37,512.07 37,512.07 37,512.07 - -

-37,

512.07

-

2023-3-

31

-

不

适

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以及补充

流动资金

否

132,

765.40

132,

765.40

132,

765.40

130,

697.46

130,

697.46

-2,067.94 98.44% 不适用 -

不

适

用

否

合计 --

869,

044.82

869,

044.82

869,

044.82

469,

295.49

551,

409.42

-317,

635.4

-- --

47,

634.57

-- --

募投项目实际投资进度与投资计划存在差异的原因 报告期内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未发生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报告期内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未发生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2019年4月13日，本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投资额共计 63,679.39万元， 其中置换①阳江高新区明阳风机装备制造整

机项目19,301.97万元②阳江高新区明阳风机装备制造叶片项目10,043.01万

元③恭城低风速试验风电场项目18,548.10万元④靖边明阳宁条梁二期风电

场项目15,746.71万元。

截至2019年12月20日， 本公司已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金额共计43033.94万元， 其中置换①明阳锡林浩特市100MW风电项目

269.97万元②锡林浩特市明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50MW风电供热项目25,

049.96万元③明阳清水河县韭菜庄50MW风电供热项目17,714.01万元。

截至2020年10月26日， 本公司已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际投资额共计302,005.80万元，其中置换①汕尾海洋工程基地（陆丰）项

目明阳智能海上风电产业园工程32,981.58万元②山东菏泽市单县东沟河一

期（50MW）风电项目5,706.24③平乐白蔑风电场工程项目33,758.46万元④

明阳新县七龙山风电项目24,678.04万元⑤新县红柳100MW风电项目34,

950.61万元⑥北京洁源青铜峡市峡口风电项目39,358.31万元⑦偿还银行贷

款以及补充流动资金130,572.56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决定将不超过人

民币3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3,

221.16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已于2020年3月26日将上述款项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用账户。

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产品情况 报告期内无募集资金用于投资产品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结余金额为①部分投资项目尚处于建设期， 且部分款项未到结算

期所致②资金存放期间产生的累计利息收益。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无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证券代码：002770� � � �证券简称：ST�科迪 公告编号：2020-25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

公司部分欠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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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关联董事回避事宜：关联董事张清海先生、张枫华先生、王福聚先生回避表决。

● 本事项有利于降低公司债务、节约公司成本；有利于加快大股东占用公司资金

的清偿进度。

● 该事项已获得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的概述

公司大股东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集团” 或“大股东” ）由

于其资产尚在处于受限状态，以资抵债方式偿还公司资金被搁置，现金偿还能力不足。

为了保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尽快解决欠款问题，根据科迪集团目前现状，公司同意

第三人虞城县新时代奶牛养殖扶贫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新时代” ）以承债

的方式承接公司应付款项59,244,131.39元，用以偿还科迪集团欠公司部分资金，上述债

务经与公司债权人、新时代协商，债权人同意将上述债权全部转移至新时代，由新时代

负责全部清偿，与公司再无债权、债务关系，新时代以其承接的债务等额清偿科迪集团

借用公司资金。 另以现金方式已偿还6,200,000元，合计偿还65,444,131.39元。

目前，科迪集团持有公司股份484,69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4.27%，为公司大股

东。 科迪集团为公司关联方，新时代以承债的方式偿还其部分欠款的事宜构成了关联

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和《股票上市规则》10.2.5� 情形，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2.10情形，本次议案尚需提

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尽快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二、公司与债权人签订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相关方

甲方（债权方）：邯郸市京华生态科技养殖有限公司、武城县洪源奶牛养殖专业合

作社、禹城市房寺镇顺发养殖专业合作社、民权县孙六镇开元奶牛养殖场、郓城县润丰

奶牛养殖场、民权县豫华奶牛养殖有限公司、商丘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富民奶牛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郓城县晨新养殖专业合作社、徐州子铭牧业有限公司、徐州长丰林业

有限公司、徐州瑞宝奶牛饲养有限公司、单县刘连成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单县莱河惠

民奶牛专业合作社、曹县郑庄街道办事处佳和奶牛牧场、商丘市圆梦牧业有限公司、商

丘振越华中养殖有限公司、萧县恒辉奶牛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辛集市牧兴顺奶牛养

殖场、河南立亚牧业有限公司、上海希宝食品有限公司、淮南犇鑫牧场、虞城县长兴奶

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冠县东方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封市鼓楼区鑫泰化工有限公司、

临邑县绿康奶牛养殖场、公司工会委员会、范爱忠、许广斌、商丘大富贵商贸有限公司。

乙方（债务转让方）：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债务受让方）：虞城县新时代奶牛养殖扶贫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二）主要内容

1、标的债务的转让

甲方同意将对乙方享有的债权59,244,131.39元，转让给丙方，丙方同意承接；

丙方自愿对享有乙方的债权59,244,131.39元，代科迪集团偿还欠乙方同额的欠款；

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上述债权债务关系转变为甲方与丙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关

系。 甲乙双方不再存在上述债权债务关系。

2、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如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可向商丘仲裁委申请

仲裁。

三、协议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上述协议是协议各方通过协商方式签订，是相关方真实意思的体现，上述协议的

签订， 对满足切实可行解决大股东对公司的资金借用问题起到了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为公司解决债务问题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四、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与债权人、债务受让方签订《协议》，对于切实可行解决大股东借用公司资金

问题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为公司快速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签订的协议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同

意公司签订该协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3、公司与债权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债务转协议书》。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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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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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日以书面传真、邮

件方式及专人送达发出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通知，会议于2021年4月6日上午10:00

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名，由公司董事长张清

海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的议案》。 本议

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控股股东科迪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迪集团” 或“控股股

东” ）由于大股东资产尚在受限状态，以资抵债偿还公司资金被搁置，现金偿还能力不

足。 为了保护公司股东的合法权益，尽快解决欠款问题，根据科迪集团目前现状，公司

同意第三人虞城县新时代奶牛养殖扶贫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新时代” ）以

承债的方式承接公司旧欠应付款项59,244,131.39元， 由此偿还科迪集团欠公司部分资

金，上述债务经与公司债权人、新时代协商，债权人同意将债权全部转移至新时代，由

新时代负责全部清偿，与公司再无债权、债务关系。 另以现金方式已偿还6,200,000元，

合计偿还65,444,131.39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以及同意的独立意见。《独

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关联董事张清海、张枫华、王福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4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3票回避。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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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

偿还公司部分欠款暨关联交易公告、

董事会决议公告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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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21年4月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

还公司部分欠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2号）、《公司董事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1号）。因工作人员疏忽，公司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

偿还公司部分欠款暨关联交易公告中“一、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

欠款的概述” 、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中“1、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

偿还公司部分欠款的议案》。 ” 公告错误，具体内容如下：

更正事项

原《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暨关联交易公告》中“一、

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的概述” 、《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中

“1、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的议案》。 ” 内容公

告有误，现更正如下：

《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暨关联交易公告》中“一、第

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的概述”更正前：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和《股票上市规则》10.2.5�情形，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暨关联交易公告》中“一、第

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的概述”更正后：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和《股票上市规则》10.2.5�情形，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2.10情形，本次议案尚需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尽快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该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中“1、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

公司部分欠款的议案》更正前：

1、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中“1、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

公司部分欠款的议案》更正后：

1、审议通过《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的议案》。 本议

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公司《关于第三方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中其他内容不变。 更正后的《关于第三方

以承债方式代大股东偿还公司部分欠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因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带来

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将在今后的信息披露工作中，进一步加强

审核力度，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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