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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由

董事长俞雷先生召集，并于2021年11月24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会议通

知，会议于2021年11月29日上午9: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

际参加董事9人。 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俞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做出如下决议：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江苏百思利中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

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对外投资设立江苏百思利中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刘广忠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为止。 刘广忠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2021年11月30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

于召开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

刘广忠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8月生，本科学历。 曾任陕西银

河远东电缆有限公司调配部经理，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江苏中超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江苏中超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监事，江苏中超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监事，宜兴市中超汽车服务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宜兴市中远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江苏中超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江苏中超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宜兴市中超苏原

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现任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质量发展

促进中心主任，江苏中超景象时空环境艺术有限公司监事，江苏中超地产置业有限公

司董事，宜兴市氿城山水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

截止本公告日，刘广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刘广忠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广忠先生

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监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471� � �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21-121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江苏百思利

中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基本情况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出资5,100.00万

元与江西百思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思利科技” ）共同投资设立江苏百思利

中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新能源” ），中超新能源注册资金为1亿元，

公司出资占中超新能源注册资金的51%。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年11月29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江苏百思利中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人民币5,100.00万元投资设立江苏百思利中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公司出资占中超新能源注册资金的51%。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

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公司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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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江苏百思利中超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名称预核准登记为准）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地址：江苏省溧阳市及其周边城市（具体地址应综合当地政府支持力度、给予的

优惠政策及其他方面等因素而决定）

4、注册资本：1亿元

5、股权结构：公司出资5,100.00万元，占比51%；百思利科技出资4,900.00万元，占比

49%。

6、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电池零配件的研发、制造、销售。 （最终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三、合作方介绍

1、公司名称：江西百思利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1NDB1L9B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邓平华

5、注册资本：442.468万元人民币

6、住所：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高新技术产业区丰收工业园

7、成立日期：2017年2月14日

8、营业期限：2017年02月14日至无固定期限

9、经营范围：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新能源电池零配件的研发、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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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百思利科技资产总计19,686.75万元， 净资产 4,

669.81万元，负债总计15,016.94万元；营业收入4,849.32万元，利润总额-420.45万元，净

利润-420.45万元（未经审计）。

截止2021年9月30日百思利科技资产总计23,153.92万元， 净资产 5,584.92万元，负

债总计17,569.00万元；营业收入8,156.42万元，利润总额 615.11万元，净利润615.11万元

（未经审计）。

11、合作方及其股东与公司、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核查，合作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2、合作方及其创始人简介：

江西百思利科技有限公司，原名苏州百思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2017年2月注册

于苏州，2019年11月迁至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属江西省重点建设项目。 百思利科技是

一家专注新能源锂电池精密结构件研发、生产、销售的公司，主营产品是动力锂电池五

大主材之一，具备独立产品研发设计能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设计方案，是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 公司建立了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实施汽车行业通行的标准化管理体系

IATF16949：2016，以科学方法实现对产品品质的管控，认证成为多家动力锂电池头部

企业的核心供应商。

百思利科技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邓平华先生为锂电池行业

的资深专家， 是国内锂电池结构件行业研究及方向确定的主要参与者。 邓平华先生

199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工程力学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1999-2007，分别就职于

东莞新科磁电厂（SAE）、FCI，从事研发工作；2007年加入ATL（东莞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在产品设计部担任主任工程师，负责18650结构件的分析研究、论证评估及设计

开发，EV电池从电芯-模组-电池包的研究开发；2009年，在ATL� EV电芯设计部担任代

理负责人，2013年，加入CATL（宁德时代），担任EV电池设计部门主管，负责电池的设

计、开发、评估，代表公司参与制定动力电池结构件行业标准。

四、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江西百思利科技有限公司

（一）公司成立

甲乙双方同意在溧阳及周边地区（具体地址应综合当地政府支持力度、给予的优

惠政策及其他方面等因素而决定）合资注册成立新能源公司，共同研发、生产和销售新

能源锂电池精密结构件。

（二）中超新能源资本及股权结构

中超新能源总投资为3亿元。 注册资金1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如下：

甲方以5100万元现金认缴出资，占注册资本的51%。

乙方以4900万元现金认缴出资，占注册资本的49%。

出资时间以双方协商一致后，结合项目投资进度商定到位。

（三）中超新能源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

1、中超新能源股东会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负责制定中超新能源的经营方针和

投资计划、选举和更换董事和监事，负责制定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

补亏损方案，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清算或变更等重要事项按《公司法》相关规定执

行。

2、中超新能源董事会暂定董事5人，甲方委派3人、乙方委派2人，董事长由甲方推

荐，总经理由乙方推荐，其他经营班子成员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 财务总

监由甲方推荐，董事会聘任。 中超新能源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日常经营

主要由中超新能源经营管理团队负责。 中超新能源董事会负责制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

投资方案、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

本等重要事宜按《公司法》相关规定执行。

3、中超新能源监事会暂定监事3人，甲方推荐监事1人，乙方推荐监事1人，职工监

事1人，监事会主席由乙方推荐。 监事会行使以下职权：检查公司财务；对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异常，可以进行调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会计

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机构协助其工作，费用由公司承担。

（四）收益分配

中超新能源收益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各方股权比例进行分配。

五、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在坚持做好电缆主业的同时谋求新的突破。 电线电缆行业作为国民经济发

展的基础行业，2021年预计行业规模达到约1.5万亿元。 公司在电线电缆行业深耕十余

年，培育了一批客户群体，但受累于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纠纷和恶意担保，公

司银行融资规模一再被压降，从2018年8月9日到2020年12月31日，各金融机构合计压缩

了公司及子公司各项贷款5.36亿元。近年来，公司一方面通过“瘦身” 战略，逐步补充流

动资金；另一方面加强内部管理，通过压缩“两项资金” 等方式，提高经营质量，逐步摆

脱影响。 电线电缆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普遍存在“料重工轻” 的现象，主要生产

原料铜材、铝材占生产成本的70%-80%，尤其是今年以来铜价居高不下，对流动资金的

依赖程度更为突出。 公司虽然采用“以产定销” 的策略，在接单时直接锁定主要原材料

价格，能够相对保证毛利率，促进业绩稳步增长，但要实现突破性增长却存在很大的难

度。 因此，公司从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在坚持做好电线电缆产业稳步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上，谋求在高端制造和新能源领域实现新的业绩突破。

2、新能源产业发展确定性强，市场潜力巨大。 近年来，新能源已成为政府政策发力

和企业积极布局的新产业方向，随着国家“双碳” 战略顶层设计落地，未来锂电池、储

能、光伏、风能等新能源产业将迎来持续高增长期，投资新能源符合行业发展趋势，契

合公司发展需要。 根据GGII（高工锂电）分析预计，2021年1月至6月，全球储能锂离子

电池出货量达18GWh，较2020年1月至6月的10GWh同比增长80%，其中中国储能锂离

子电池出货量为11GWh，较2020年1月至6月的5.5GWh同比增长100%。 预计到2025年，

全球储能电池出货量将达到416GWh，未来五年年复合增长率约为72.8%。目前，我国锂

电池行业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作为锂电池生产制造中不可或缺的配套产品，其市场

需求量巨大。

3、合作方具有良好客户群体和研发能力。 百思利科技是一家为电池厂提供标准或

定制化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的专业电芯结构件供应商。 其创始人和核心团队成员长期

从事于锂电池的研究与开发，具备丰富的从业经验和深刻的行业发展认识。 自百思利

科技成立以来，已取得多项专利和核心技术，产品质量和技术能力经受了市场考验，其

主要客户为欣旺达（300207）、亿纬锂能（300014）、赣锋锂业（002460）等国内锂电池

行业知名的头部企业，由于百思利科技目前正处于快速成长期，急需解决资金、产能及

市场布局等问题，此次合作可以借助上市公司的资金、品牌和其他资源实现助推发展；

另一方面公司也将借此机会逐步了解新能源产业的运作模式、产业特点、投资回报等

情况。

4、布局常州及周边新能源产业下游市场。 公司地处江苏省宜兴市，距离常州市仅

一小时车程，而常州市作为新能源汽车核心部件的动力电池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全国

动力电池产业链主要聚集区，形成了“以溧阳、金坛为两大核心，其他区域多点支撑”

的动力电池产业集群。 截至2020年底，常州市已拥有动力锂电池电芯及配套生产企业

40余家，已建和在建产能超90Gwh，位列全省第一、全国前三。 中超新能源拟在溧阳及

周边 （具体地址应综合当地政府支持力度、 给予的优惠政策及其他方面等因素而决

定）进行选址，建成后将大大降低产品运输成本，提高与周边客户的沟通和互动效率。

5、本次投资风险可控，不会造成不利影响。 鉴于锂电池行业的高成长性，董事会认

为此次投资风险可控， 不会对公司现有主营业务的独立性和当期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从长远来看，本次合作符合全体股东利益和公司发展战略，是公司在新能源业务领域

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奠定了公司今后以电线电缆为主业，兼顾高端制造和新能源产

业共同发展的战略定位，有助于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不会对公司的主业经营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符合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六、风险提示

本次投资是公司从长远利益出发而做出的慎重决策， 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政 策

风险、市场风险、经营风险和管理风险，有可能面临不达预期的风险。 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该项目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七、备查文件

（一）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合资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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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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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为确保全资子公司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电缆” ）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稳健发展，

2021年11月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

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投票结果为全票通过，同意公司对明珠电缆与厦门国贸同

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同歆” ）进行铜杆采购等相关业务提供担保，额度不

超过人民币3,500.00万元。 公司在上述额度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

由具体合同约定。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名称：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宜兴市官林镇工业A区18#；

（3）成立日期：1997年01月13日；

（4）法定代表人：刘洪斌；

（5）注册资本：20933.69万元整；

（6）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塑料粒子、电缆用辅助材料、电缆用盘具、PVC管材、仪

器仪表自动化设备、线缆生产所需设备、模具的制造、销售；铜、铝拉丝加工、销售；低压

电器、标准件、橡胶制品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下列范围限分支机构经营： 普通货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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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股权比例：公司持有明珠电缆100%股权。

（8）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0年12月31日，明珠电缆资产总计72,702.57万元，净资产24,656.23万元，负

债总计48,046.34万元；营业收入97,031.37万元，利润总额2,131.56万元，净利润1,813.59

万元（经审计）。

截至2021年9月30日，明珠电缆资产总计79,311.59万元，净资产24,863.12万元，负债

总计54,448.48万元；营业收入79,104.89万元，利润总额1,413.12万元，净利润1,253.57万

元（未经审计）。

（9）经核查，明珠电缆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二、公司对明珠电缆存在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子公司

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对明珠电缆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8,

451.00万元，本次新增担保额度3,500.00万元，担保额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比

例为22.56%。

其他情况详见 2021年3月31日公司披露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对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43）。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明珠电缆的担保余额为27,420.00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目前，上述担保合同尚未签署，公司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需由本公司及明珠电缆

与厦门同歆共同协商确定。 公司将严格审批担保合同，控制风险。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目的是为支持其经营发展，明珠电缆资产优良，具有

良好的偿债能力，公司对其经营活动具有完全控制权，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控制的

范围内，此担保有利于明珠电缆提高资金周转效率，进而提高其经营效率和盈利状况，

有利于促进公司主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

上述担保具体发生的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间由具体合同约定。 公司将严格按照规定，有

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经董事会审核，同意上述对外担保额度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审议的对外担保额度为 145,

234.90万元，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129,193.00万元；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审议

的对外担保额度为120,234.90万元， 占2020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3.77%，

实际履行担保总额为105,343.00万元， 占2020年末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73.40%。 公司没有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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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十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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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于2021年11月29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决定于2021年12月15日召开公司

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将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12月15日（星期三）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12月15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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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 至11:30， 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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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上午9:15

至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

效投票结果为准。

（六）股权登记日：2021年12月9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凡2021年12月9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

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授权他人

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999号江苏中超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 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11月

30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相关公

告。

该议案需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进行审议，由到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为通过。

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

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三、提案编码

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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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四、 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和证券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代表持出席者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

证券账户卡和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1年12月13日下

午5:00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出席现场会议时应当持上述证件的

原件，以备查验。

（二）登记时间：2021年12月13日上午8:30-11:00，下午1:00-5:00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999号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政编码：214242。传真：0510-87698298。信

函请注“股东大会” 字样。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

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宜兴市西郊工业园振丰东路999号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林丹萍；

电话：0510-87698298；

传真：0510-87698298；

会议联系邮箱：zccable002471@163.com。

（二）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

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七、备查文件

1、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资者投票代码：362471。

2、投票简称：中超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

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12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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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

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1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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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

士全权代表本人/本公司， 出席于2021年12月15日召开的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十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代表本人/本公司签署此次会议相关文件，并按照下列

指示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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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

注：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00只能用“√” 方式填写，每项议案的同意、反对、弃权

意见只能选择一项，多选或不选视为弃权。

2、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视为委托人同意受托人可依其意思代

为选择，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

3、本授权委托书应于2021年12月13日前填妥并通过专人、邮寄、传真或电子邮件形

式送达本公司。

4、如委托股东为法人单位，则必须加盖法人印章。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及性质：

受托人签名（或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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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收到新产品

新技术鉴定验收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在宜兴组织召开了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省级新产品联合鉴定会。 本次鉴定委员会成员来自西安交通大学、国

际大电网绝缘电缆中国研究委员会、全国电线电缆标委会等单位。 公司及公司控股子

公司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电缆” ）、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明珠电

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电缆” ）、全资子公司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峰电缆” ）、全资子公司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方电缆” ）研制的

11个新产品参与鉴定。2021年11月26日，公司收到了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签发的苏工

信鉴字【2021】830号、苏工信鉴字【2021】831号、苏工信鉴字【2021】832号、苏工信鉴

字【2021】833号、苏工信鉴字【2021】834号、苏工信鉴字【2021】835号、苏工信鉴字

【2021】836号、 苏工信鉴字 【2021】837号、 苏工信鉴字 【2021】838号、 苏工信鉴字

【2021】839号、苏工信鉴字【2021】840号新产品新技术鉴定验收证书。现将相关情况公

告如下：

一、新产品新技术鉴定情况

鉴定委员会专家听取了技术总结、试制总结等报告，审阅了查新报告、检测报告等

相关资料， 同意全部11项新产品通过鉴定。 其中1项新产品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

平，6项新产品达到国内领先水平，4项新产品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具体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鉴定意见 提供单位

1

EVLHYJP(2)YJ-D�AC1000V/DC1500V�铝合金芯低烟无卤阻燃交联聚烯烃

绝缘复合屏蔽低烟无卤阻燃交联聚烯烃护套电动车辆内部用高压软电缆

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

平，通过鉴定。

长峰电缆

2

WDZB1N-YJY23�0.6/1kV�交联聚乙烯绝缘聚烯烃护套无卤低烟阻燃B1级

耐火电力电缆

国内同类产品领先水

平，通过鉴定。

中超控股

3

WDZA-FS-YJSY63-B1(d0、t0、a1)�26/35kV�燃烧B1级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

钢带铠装聚烯烃护套低烟无卤阻燃A类电力电缆

中超控股

4

WDZAN-KYJYP23-B1（d0、t0、a1）450/750V�燃烧B1级交联聚乙烯绝缘铜

丝编织屏蔽钢带铠装无卤低烟阻燃聚烯烃护套阻燃A类耐火控制电缆

中超控股

5

WDZA-DCEYJP�1500V�铜芯乙丙橡胶绝缘热固性无卤交联聚烯烃弹性体

护套轨道交通直流牵引组合柔性牵引软电缆

明珠电缆

6 AJEF�0.6/1kV�港口岸电供电用高强度抗拉光电复合柔性卷筒电缆 明珠电缆

7 PV1-F-LH�AC�0.6/1kV�光伏发电系统用铝合金电缆 长峰电缆

8 YTTW�0.6/1kV�铜芯矿物绝缘柔性防火电缆

国内同类产品先进水

平，通过鉴定。

中超电缆

9 NG-A(BTLY）0.6/1kV�铜芯矿物绝缘柔性防火电缆 中超电缆

10

DC�WDZC-EYR�1500V�1500V及以下轨道交通用乙丙绝缘无卤低烟聚烯

烃护套阻燃C类特种直流牵引电缆

中超电缆

11 NG-A(BTLY)�0.6/1kV�隔离型(柔性)矿物绝缘电缆 远方电缆

二、对公司的影响

此次通过新产品鉴定，展示了公司雄厚的创新能力，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推动公司不断取得新突破，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对公司未来的经营

成果将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1、实施风险：公司此次通过鉴定的产品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不可抗力等突发因

素，产品生产进度及后期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2、政策风险：产品对国家政策存在一定的依赖性，如果国家政策调整及外 围环境

产生重大不利变化，将对产品的预期收益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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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

营销业务管控模式优化调整

暨完成工商登记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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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日前接到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盐业

有限公司通知，根据《云南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0一2022）》的相关工作要

求，聚焦公司发展战略规划及深化市场化改革目标，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营销业务管控模

式进行了优化调整：将现有省内所属36家营销子公司，由区位优势好、管理水平高、人员配

置强的州市公司更名为大区公司，整合成滇中、滇东、滇南、滇西、滇北五大区域公司，其他

营销子公司继续保留独立法人资格，按销售区域纳入大区公司统一管理。通过优化调整及

重新赋能，以实现合理配置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提升市场竞争力。 目前相

关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具体如下：

序号 变更内容 备注

1

“云南省盐业昆明有限公司” 更名为“云南省盐业滇中

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由杨瀛亮先生变更为李中照先生。

云南省盐业滇中有限公司为云南省盐业昆明有限

公司、云南省盐业玉溪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楚雄

有限公司及各县级公司整合成立， 由云南省盐业

昆明有限公司更名。

2

“云南省盐业红河有限公司” 更名为“云南省盐业滇东

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由彭建波先生变更为李中照先生。

云南省盐业滇东有限公司为云南省盐业红河有限

公司、 云南省盐业文山有限公司司及各县级公司

整合成立，由云南省盐业红河有限公司更名。

3

“云南省盐业普洱有限公司” 更名为“云南省盐业滇南

有限公司” ；

法定代表人由夏世荣先生变更为杨瀛亮先生。

云南省盐业滇南有限公司为云南省盐业普洱有限

公司、云南省盐业西双版纳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

临沧有限公司及各县级公司整合成立， 由云南省

盐业普洱有限公司更名。

4

“云南省盐业大理有限公司” 更名为“云南省盐业滇西

有限公司” ；

住所由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大理经济

开发区金叶巷19号”变更为“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

理市太和街道万花路2号” 。

云南省盐业滇西有限公司为云南省盐业大理有限

公司、云南省盐业怒江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保山

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德宏有限公司、云南省盐业

丽江有限公司、 云南省盐业迪庆有限公司及各县

级公司整合成立， 由云南省盐业大理有限公司更

名。

5

“云南省盐业曲靖有限公司” 更名为“云南省盐业滇北

有限公司” 。

云南省盐业滇北有限公司为云南省盐业曲靖有限

公司、 云南省盐业昭通有限公司及各县级公司整

合成立，由云南省盐业曲靖有限公司更名。

变更后的各子公司营业执照信息如下：

一、云南省盐业滇中有限公司

名称：云南省盐业滇中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MA6NDF2E8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中照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西侧（日新村）A幢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20日

营业期限：2018年09月2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盐及其系列产品销售；盐业技术的咨询和应用服务；非金属矿采选及其他

采矿业；无机盐、专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用品）、日用化学产品（不含危险化学用

品）、食品、调味品、化妆品、饮料和精制茶、药品、酒类、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

橡胶、粮油制品、饲料的销售；农产品及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用

品）；物流配送；机械设备租赁、道路货运代理；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商品展览

展示活动；自有房屋租赁；对外贸易经营（货物进出口或技术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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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云南省盐业滇东有限公司

名称：云南省盐业滇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524MA6NDH8C5N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中照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住所：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县临安镇仁和路40号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19日

营业期限：2018年09月19日至2038年09月18日

经营范围：盐及其系列产品销售；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电子产品、专用化学产品、日用化学产品、无机盐、预包装食品、农产品、农副产品、日用

百货、橡胶、饲料、化妆品的销售；农产品及农副产品初加工及销售；仓储业（不含易燃、易

爆及危险化学品）；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土木工程建筑及安装服务；压力容器

制造、安装，锅炉安装、维修，压力管道安装服务；水、热力等的生产和供应；现代物流配送；

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及铁路专用线共用业务；盐业技术的咨询和应用服务；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盐文化博物馆及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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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云南省盐业滇南有限公司

名称：云南省盐业滇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800MA6NDBXH9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瀛亮

注册资本：伍佰万元整

住所：云南省普洱市思茅区梅园路20号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12日

营业期限：2018年09月12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盐及其系列产品销售；盐业技术的咨询和应用服务；非金属矿采选及其他

采矿业；无机盐、专用化学产品（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化学品）、日用化学产品、食品、调

味品、化妆品、饮料和精制茶的销售；农产品及农副产品加工和销售；仓储业；现代物流配

送；酒类、日用百货、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农产品、农副产品、橡胶、粮油制品、饲料的批

发及零售；机械设备租赁；道路货物运输及铁路专用线共用业务；商务服务业；盐文化博物

馆及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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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云南省盐业滇西有限公司

名称：云南省盐业滇西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901MA6NDQTG6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中照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住所：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太和街道万花路2号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11日

营业期限：2018年09月11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盐及其系列产品、包装材料、防伪“碘盐标志” 、金属制品、化妆品、农副产

品、日用百货（禁止销售含磷洗涤用品，禁止使用或销售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预包装及散

装食品、橡胶制品、饲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矿产品的批发和零售；仓储服务；

机械设备租赁；普通货物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盐业技术的开发、咨询和应用服务；

盐文化博物馆及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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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云南省盐业滇北有限公司

名称：云南省盐业滇北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2MA6NEOKQ5F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杨瀛亮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整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麒麟区太和北路东侧食盐储备库第1-3层

成立日期：2018年09月13日

营业期限：2018年09月1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盐及其系列产品、无机盐、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食品（按许

可证核准范围经营）、调味品、化妆品、精制茶、酒类、日用百货、农产品、农副产品、橡胶、粮

油制品、饲料的批发零售；盐业技术的咨询和应用服务；仓储服务（不含易燃、易爆及危险

化学品）；现代物流配送；机械设备租赁、道路货物运输及铁路专用线共用业务；盐文化博

物馆及自由房地产经营活动；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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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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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马龙云能投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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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8月19日、9月7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21

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 ）通泉风电场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保障通泉风电场

项目建设的顺利推进，同意公司对马龙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45,000万元人民币，根据通泉

风电场项目实施进度分期注入，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增资相关具体事宜。 本次增资完成

后，马龙公司注册资本金将从19,137.96万元人民币增加至64,137.96万元人民币。 《关于对

全资子公司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详见

2021年8月21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马龙公司于近日对注册资本进行了变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手续， 取得曲靖市

马龙区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内容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注册资本（金）变更 19,137.96万人民币 64,137.960000万人民币

投资人（股权）变更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9,137.96

万人民币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64,

137.96万人民币

二、变更后营业执照基本信息

名称：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300069820437Q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赵矛

注册资本：陆亿肆仟壹佰叁拾柒万玖仟陆佰元整

住所：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旧县街道办事处袜度居民委员会上袜度村

成立日期：2013年06月03日

营业期限：2015年06月03日至2063年06月03日

经营范围：风能发电的开发、建设、运营；风力发电技术咨询、培训及服务和研究开发；

提供工程配套服务（项目筹建）；风电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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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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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参股公司所提供的

委托贷款逾期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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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2013年11月19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2013年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2013年11月26

日，公司与参股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勐公司” ）及交

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签署了《委托贷款合同》，为缓解天勐公司的资金压力，

支持其经营业务的拓展，促进其更好发展，在天勐公司按期归还公司前期委托贷款、天勐

公司控股股东勐腊县磨歇盐业有限责任公司按股权比例以同等条件向天勐公司提供借款

人民币153万元的前提下，公司向天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147万元。 委托贷款的期限

自2013年11月26日起，至2015年11月24日止；贷款不计利息；手续费由天勐公司承担。 委托

贷款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天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的流动资金。《公司董事会2013年第七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3-054）、《关于向参股公司勐腊天勐对外经济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55）详见2013年11月21日的《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该项委托贷款已逾期，

2015年11月26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向参股

公司所提供的委托贷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8）。

受市场竞争激烈等因素影响， 天勐公司在老挝投资的制盐生产装置基本处于停产状

态，资金周转困难，公司预计短期内难以收回该委托贷款，2015年11月该项委托贷款到期

后公司将其转入其他应收款并采取措施积极追偿，同时自2015年起按账龄计提坏账准备，

账龄自2013年11月委托贷款发放日起算，截至2018年9月上述委托贷款款项已全部计提了

坏账准备。

公司持续开展上述委托贷款催收工作，天勐公司确认上述委托贷款债权事项属实，但

由于天勐公司在老挝投资的制盐生产装置因市场竞争激烈等原因长期处于停产状态，资

金状况日趋恶劣， 截至目前天勐公司仍无力偿还该项委托贷款及其他股东按股权比例以

同等条件向其提供的借款。鉴于天勐公司的实际情况和现实的经营困境，公司积极与天勐

公司其他股东等相关方就天勐公司开展债转股、资产重整、股权转让或清算等方案开展沟

通，均未能达成一致。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将继续采取一切措施积极追偿。有关该

事项进展，公司将按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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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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