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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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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4月1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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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15日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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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5日9:15至2021年4月

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张金成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170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1,022,745,981股，占公司总股份1,904,319,011股的53.71%。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90,138,57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4.73%。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1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35,956,5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9.1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49名，代表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86,789,4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1,020,146,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7458%，反

对2,47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420%，弃权124,6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22%。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7,538,8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7.1159%，反对2,47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459%，弃权

124,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382%。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7,005,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5238%，反对2,

47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459%，弃权6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303%。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7,005,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6.5238%，反对2,47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459%，弃权

658,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30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19,500,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27%，反

对2,4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424%，弃权76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49%。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6,89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6.4000%，反对2,47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503%，弃权

765,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8497%。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19,392,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721%，反

对2,694,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635%，弃权658,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44%。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6,785,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6.2801%，反对2,694,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896%，弃权

658,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30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14,297,7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1740%，反

对3,010,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944%，弃权5,437,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5316%。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1,690,3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0.6276%，反对3,010,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3404%，弃权5,

43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6.0320%。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新增直接融资注册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19,52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47%，反

对2,54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492%，弃权67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1%。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6,914,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6.4228%，反对2,54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274%，弃权

675,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498%。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19,487,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14%，反

对2,47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420%，弃权78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66%。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6,87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6.3849%，反对2,47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459%，弃权

78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8692%。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8、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19,510,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37%，反

对2,59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536%，弃权641,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4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27%。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6,903,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6.4111%，反对2,59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775%，弃权

641,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115%。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9、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1,019,487,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814%，反

对2,47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420%，弃权783,5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766%。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6,879,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6.3849%，反对2,47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7459%，弃权

783,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8692%。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86,931,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6.4423%，反对2,

54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274%，弃权65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303%。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6,931,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6.4423%，反对2,54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274%，弃权

658,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30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人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

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55,260,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61.3066%，反对

34,219,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9631%，弃权658,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7303%。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5,260,8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61.3066%，反对34,219,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37.9631%，弃权

658,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303%。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1,019,465,9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6793%，反

对2,60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2546%，弃权675,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6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661%。

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86,858,5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的96.3612%，反对2,60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8890%，弃权

675,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8,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7498%。

表决结果：表决通过。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时，议案2、10、11涉及关联交易，需要关联股东中化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鲁西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中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关联关系为公司控股股东，鲁

西集团有限公司关联关系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关联股东张金成、蔡英强、张金林、王富

兴、董书国、张雷、杨本华、姜吉涛、王福江、李书海、金同营回避表决，其合计所持股份932,607,

411股不计入议案2、10、11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东同心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邢建枢 史怀清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

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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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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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陈雪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焰辉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邹翠英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

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5,867,859,873.01 26,945,318,022.98 3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6,544,556,133.19 9,922,119,109.93 66.7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39,538,618.73 65,380,232.82 1,337.0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收入

6,424,126,825.03 4,424,395,821.46 45.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4,190,512.39 183,503,528.41 256.5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658,812,946.68 132,199,676.45 398.3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5.34% 2.25%

增加

3.09

个百

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56 0.17 229.4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56 0.17 229.4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9,585.5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303,152.79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

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

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

的投资收益

29,738.5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017,850.0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789,500.83

所得税影响额

1,462,609.22

合计

-4,622,434.2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32,737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241,513 16.51

质押

72,8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155,328,355 12.81

质押

47,400,000

境外法人

泽友（桐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6,099,024 4.6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706,298 3.85

无 其他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芜湖信达新能

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375,316 2.5

无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能源

革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9,602,457 1.62

无 未知

西藏亿纬控股有限公司

17,857,142 1.47 17,857,142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均衡

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391,723 0.86 1,190,476

无 未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智能

汽车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7,987,331 0.66 2,142,856

无 未知

桐乡华幸贸易有限公司

7,645,324 0.63

质押

2,0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浙江华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241,513

人民币普

通股

200,241,513

大山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155,328,355

人民币普

通股

155,328,355

泽友（桐乡）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56,099,024

人民币普

通股

56,099,02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6,706,298

人民币普

通股

46,706,298

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芜湖信达新能一号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0,375,316

人民币普

通股

30,375,31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华夏能源革新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19,602,457

人民币普

通股

19,602,457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均衡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9,201,247

人民币普

通股

9,201,247

桐乡华幸贸易有限公司

7,645,324

人民币普

通股

7,645,324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交银施罗德经济新动力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7,509,428

人民币普

通股

7,509,42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广发稳健优选六个月持有期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57,751

人民币普

通股

5,857,75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华友控股实际控制人陈雪华与大山公司实际控制人

谢伟通为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名称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1

年

1-3

月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3

月

变动比 例

（

%

）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8,246,342,274.88 2,334,257,628.92 253.27

主要是本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资金

60.18

亿

交易性金融资产

736,917,550.34 30,317,180.12 2,330.69

主要是理财产品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44,341,407.00

主要是套期保值业务

应收款项融资

1,097,446,886.82 762,316,046.62 43.96

主要以票据方式结算的货款增加

应付票据

1,760,426,930.19 1,075,293,852.29 63.72

主要是以票据方式结算的工程款、货

款增加

合同负债

642,216,654.21 259,399,312.53 147.58

主要是预收货款增加

应付职工薪酬

124,194,457.03 246,927,241.56 -49.70

主要是本期发放上年度计提的工资

其他应付款

1,342,891,262.22 769,409,094.84 74.54

主要是资金拆借款增加

其他流动负债

35,740,747.21 4,503,600.24 693.60

主要是预收货款的销项税增加

长期应付款

790,906,930.45 588,947,562.96 34.29

主要是售后回租融入资金增加

资本公积

9,762,426,482.85 3,879,698,604.43 151.63

主要是非公开发行股票股本溢价

58.8

亿

营业收入

6,424,126,825.03 4,424,395,821.46 45.20

主要产品销售单价、销售数量增加

营业成本

5,058,086,109.09 3,819,010,185.52 32.44

主要产品单位成本、销售数量增加

管理费用

181,333,698.39 131,259,214.74 38.15

主要是职工薪酬、服务费等增加

研发费用

106,896,428.55 51,364,550.10 108.11

主要是材料耗用等增加

其他收益

6,817,005.81 26,772,414.01 -74.54

主要是政府补助减少

营业外支出

15,584,802.17 1,155,123.40 1,249.19

主要是到期固定资产报废损失

所得税费用

249,932,855.93 42,580,793.24 486.96

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所得税费

用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39,538,618.73 65,380,232.82 1,337.04

本期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加， 经营活动

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181,392,822.97 -1,242,520,068.90 75.56

主要是对外投资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937,770,556.94 1,029,385,213.25 573.97

主要是本期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

资金

60.18

亿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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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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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陈雪华

日期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603799� �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1-042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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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1年4

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9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

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由董事长陈雪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会董事7人，实

际参会董事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优先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31,180.71万元人民币。内容详见公司2021-044号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公司

章程》等法规制度，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应

付设备及材料采购款、工程款等，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内容详见公司2021-045号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的议案》

同意以2020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新能源衢州” ）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海新能源” ）。吸收合并完成后，新能源衢州作为吸收合并方存续经营并取得华海新能源

的全部资产、负债、人员等，华海新能源作为被吸收合并方依法注销。内容详见公司2021-046

号公告。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603799�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1-043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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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4

月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9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通知全

体监事。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忠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实际参会监事3人。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编制的《2021年第一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优先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31,180.71万元人民币。

监事会认为：公司以募集资金优先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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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同意该事项。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及《公司

章程》等法规制度，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应

付设备及材料采购款、工程款等，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制定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操作流程，内容及程序合法

合规，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用，也有利于加快消化应收票据，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及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603799�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1-046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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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基本情况

2021年4月15日，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 或“公司” ）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以2020

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

源衢州” ） 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海新能

源” ）。 吸收合并完成后， 新能源衢州作为吸收合并方存续经营并取得华海新能源的全部资

产、负债、人员等，华海新能源作为被吸收合并方依法注销。本次吸收合并不涉及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上述吸收合并事项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

负责办理具体相关事宜。

二、合并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华友新能源科技（衢州）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衢州市廿新路18号9幢1号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127,000万元（根据新能源衢州股东决定新能源衢州注册资本由87,000万元增

加至127,000万元，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尚在办理过程中）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生产；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钴酸

锂、四氧化三钴、磷酸铁锂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

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情况： 截至2020年12月31日， 新能源衢州总资产为216,639.37万元， 净资产为100,

433.04万元，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5,300.52万元。

新能源衢州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被合并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衢州华海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浙江省衢州市廿新路18号28幢3层

法定代表人：陈要忠

注册资本：60,600万元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研发；三元正极材料及前驱体生产、销售；钴酸锂、四氧化三钴、磷

酸铁锂销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的除外，应当取得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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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情况：截至2020年12月31日，华海新能源总资产为239,753.21万元，净资产为69,501.63

万元，2020年度实现净利润4,835.52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能源衢州持有华海新能源100%股权。

四、 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范围及相关安排

（一）本次吸收合并的方式

新能源衢州吸收合并华海新能源，吸收合并完成后，新能源衢州继续存续经营，华海新能

源的独立法人资格将被注销。

（二）本次吸收合并的范围

本次吸收合并完成后，新能源衢州作为合并方的存续公司将依法承继华海新能源的所有

资产、负债及其他一切权利和义务。

（三）本次吸收合并的相关安排

1、合并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

2、合并双方将分别履行相应的法定审批程序，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履行通知

债权人和公告程序。

3、合并双方共同完成相关资产转移、权属变更等工作，并办理税务、工商等注销、变更登

记手续，以及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规定的其他程序。

五、 本次吸收合并对上市公司影响

本次吸收合并事项有利于公司降低经营和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新能源衢州为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华海新能源为新能源衢州的全资子公司，其财务报表均已纳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内，本次吸收合并对公司正常经营和盈利水平不构成实质性影响，合并事项不构成关联

交易及重大资产重组，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603799� � �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1-044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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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31,

180.71万元人民币，符合募集资金到账后6个月内进行置换的规定。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604号）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 或

“公司” ）向实际控制人之一陈雪华和14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71,642,857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84.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17,999,988.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62,996,333.86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955,003,654.1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资，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50号）。

上述募集资金现已全部到账，存放于公司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二、发行申请文件承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投资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万元）

1

年产

4.5

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

366,295.96 300,000.00

2

年产

5

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材料项

目

152,637.64 130,000.00

3

华友总部研究院建设项目

35,000.00 3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41,800.00 141,800.00

合计

695,733.60 601,800.00

三、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情况

截至2021年3月31日，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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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80.71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金

额

占总投资的比例（

%

）

年产

4.5

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

366,295.96 24,637.75 6.73

年产

5

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材

料项目

152,637.64 5,509.86 3.61

华友总部研究院建设项目

35,000.00 1,033.10 2.95

补充流动资金

141,800.00 - -

合 计

695,733.60 31,180.71 4.48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确认上述数据，并出具了《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2141号）。

四、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自筹资金的董事会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要求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了鉴证报告。保荐机构、独立董事、监事会分别发表了专项意见。公司本次以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变相改变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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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置换时间距离募集资

金到账时间未超过6个月，符合监管的要求。

五、专项意见说明

1、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华友钴业公司管理层编制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专项说明》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如实

反映了华友钴业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实际情况。

2、保荐机构意见

华友钴业本次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的自筹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亦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上

述预先投入资金事项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专项审核鉴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且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未超过六个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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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中信证券对华友钴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无异议。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和表决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

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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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相关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同

意本议案。

4、监事会意见

公司以募集资金优先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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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案的相关承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同意该事项。

六、上网公告文件

1、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2、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1）2141号）。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股票代码：603799� � � �股票简称：华友钴业 公告编号：2021-045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

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

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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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20〕3604号）核准，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友钴业” 或

“公司” ）向实际控制人之一陈雪华和14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71,642,857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84.00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017,999,988.00元，扣除不含税发行费用62,996,333.86元

后，募集资金净额为5,955,003,654.14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验资，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1〕50号）。

上述募集资金现已全部到账，存放于公司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专项账户。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601,800.00万元人民

币，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拟投入额（万元）

1

年产

4.5

万吨镍金属量高冰镍项目

300,000.00

2

年产

5

万吨高镍型动力电池用三元前驱体材料项目

130,000.00

3

华友总部研究院建设项目

3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41,800.00

合计

601,800.00

三、本次拟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并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基本情况

公司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节约财务费用，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 及《公司章程》等法规制度，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

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应付设备及材料

采购款、工程款等，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根据募投项目相关设备采购及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由项目基建部门、采购部门在签订

合同之前征求财务部门的意见，确认可以采取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方式进行支

付的款项，并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后签订相关交易支付合同，并与对方商定采用银行承兑汇

票、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方式进行款项支付；

2、在具体支付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时，由项目基建部门、采购部门填制付

款申请单并注明付款方式为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开具或背书转让）、信用证、外汇等，财务部

门再根据审批后的付款申请单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自有外汇等的支

付；

3、财务部门定期统计未置换的以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方式

支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款项,按照募集资金支付的有关审批程序，将以银行承兑汇票（含背

书转让）、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使用的款项，从募集资金账户

中等额转入公司一般账户，并通知保荐机构。

4、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有权采取现场检查、问询等方式定期或不定期对公司使用银行

承兑汇票、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的情况进行监督，公司与募集资金专项

存储银行应当配合保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

四、对公司的影响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投项目款项支付方式，节约财务费

用。该事项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专项意见说明

1、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核查意见如下：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

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

利益。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法

律程序。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

等额置换的实施，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上市公司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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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修订）》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对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及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事项无异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

投项目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有助于降低公司的财务成本，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符合公司股东和广大投资者的利益，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内容、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公司章程》， 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的相关规定。

3、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含背书转让）、信用证、自有外汇等方式支付募投

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制定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操作流程，内容及程序合法

合规，能够保证募集资金得到合理使用，也有利于加快消化应收票据，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及使

用效率，降低财务成本。

特此公告。

浙江华友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