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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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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于2014年

12月28日以电子邮件、 电话通知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 于2014年12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

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杨怀进先生主持。 会议经过讨论，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安达新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计划在安达市独资设立安达新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

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技术的研

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广德海博瑞光伏电站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计划在宣城市独资设立广德海博瑞光伏电站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

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技术的研

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三门峡陕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司计划在三门峡市独资设立三门峡陕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

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技术

的研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拟用价值人民币1000万元的土地房产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申请的

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抵押保证，担保期限为12个月。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关联董事吴益善、张正、YANG� HUAI� JIN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本议案详见2014年12月3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4-198。

表决结果：赞成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以其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进行融资租

赁业务的议案》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奥特斯维

能源(太仓)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拟将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达租赁” ）进行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期限为5年，具体内容以公司与

信达租赁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为准，届时公司将依照规定程序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拟将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信达租赁进行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全资子

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5年。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表决。

本议案详见2014年12月3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

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4-199。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详见2014年12月3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五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为临2014-200。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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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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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标的名称：安达新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德海博瑞光伏电站有限公司、三门峡陕州太阳

能科技有限公司（上述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会议审议通过。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计划在安达市独资设立安达新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

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技术的研

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公司计划在宣城市独资设立广德海博瑞光伏电站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投

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技术的研

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公司计划在三门峡市独资设立三门峡陕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

准），注册资本为100万元人民币。 主要从事合同能源管理；太阳能光伏发电及销售；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

的投资、建设及运营管理；太阳能组件的研发及销售，太阳能光伏产品及系统的集成、销售；光伏发电技术

的研发及咨询服务（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二） 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于2014年12月30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临时）会议审议，上述议案经全

体董事一致表决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安达新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安达新盛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安达市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葛君

6、主营业务：光伏、风能、光热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节能产品及

其系统的集成、销售、信息咨询（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7、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

8、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二）广德海博瑞光伏电站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广德海博瑞光伏电站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宣城市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葛君

6、主营业务：光伏、风能、光热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节能产品及

其系统的集成、销售、信息咨询（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7、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

8、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三门峡陕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三门峡陕州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2、注册资本：100万人民币

3、注册地址：三门峡市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法定代表人：葛君

6、主营业务：光伏、风能、光热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节能产品及

其系统的集成、销售、信息咨询（具体经营范围以相关部门核准为准）。

7、主要投资人的出资比例：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资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00%� 。

8、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的公司未来主要从事光伏电站投资的业务。

（二）本次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未来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

四、备查文件目录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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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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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阳光”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用价值人民币1,000万元的土地房产为江苏

阳光向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申请的办理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抵押担保。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411,905.21万元人民币。 其中，对江苏阳光累计

担保金额为0万元人民币。

● 担保期限：12个月。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用价值人民币1,000万元的土地房产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阳光” ）向中

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申请的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抵押保证，抵押物为一块国有土地所有权（土地证

号为澄土国用（2008）第6754号，面积为51272.7平方米）及两块房产（房产证号为澄房权证江阴字第

fqy10008610号和第fqy10008611号，面积分别为16940.22平方米和15440.17平方米），此三块房地产同

时也是本公司在中国银行江阴支行3000万元授信的抵押物，评估价值合计5,054.64万元。 本公司提供的

担保为第二顺位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12个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名称：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江苏省江阴市新桥镇马嘶桥

3、法定代表人：陈丽芬

4、注册资本：1,783,340,326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呢绒、毛纱、毛线、针纺织品、服装、纺织机械及配件制造、销售；毛洗净分疏；纺织原料

（不含棉花、蚕茧）、金属材料、建筑用材料、装饰装修材料、五金、电子产品、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不含卫

星电视广播地面接受设施及发射装置）、玻璃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

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6、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人民币

科目

2014-9-30 2013-12-31

资产总额

4,163,544,158.87 3,848,350,916.79

负债总额

2,276,013,278.85 1,926,502,928.77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1,636,852,641.75 1,572,817,808.73

流动负债总额

2,060,642,372.09 1,899,358,857.70

资产净额

1,887,530,880.02 1,921,847,988.02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度

营业收入

1,686,061,205.60 2,342,008,104.40

净利润

48,907,362.59 106,905,914.30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种类：连带责任抵押保证。

2、担保期限：12个月。

3、担保范围：担保包括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于2014年12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

会认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未来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对其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东利

益，一致同意提供该担保，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披露。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为关联公司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申请的办理的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抵押保证，担保期限为12个月，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的抵押担保。公司担保的对象为本公司实

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符合公司未来发展规划和经

营管理的需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

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不包含本次担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411,905.21万元人民币，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56.43%。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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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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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鑫辉” ）、奥特斯维能

源(太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特斯维” ）、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海润”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江阴鑫辉、奥特斯维、合肥海润融资租赁

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亿元整。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为411,905.21万元人民币。 其中，对江阴鑫辉累计

担保金额为5,500万元人民币、对奥特斯维累计担保金额为66,640.53万元人民币、对合肥海润累计担保

金额为26,150.00万元人民币。

● 担保期限：5年。

●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拓宽融资渠道，公司全资子公司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奥特斯维

能源(太仓)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拟将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达租赁” ）进行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的融资租

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5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对象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

1、名称：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

2、住所：江苏江阴

3、法定代表人：YANG� HUAI� JIN（杨怀进）

4、注册资本：75,72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光伏电池及组件、多晶硅、单晶硅的制造、加工、研究、开发、销售；

太阳能发电设备及软件的销售；太阳能发电项目施工总承包、专业分包；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以上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经批准后

方可经营）。

6、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人民币

科目

2013-12-31 2014-9-30

资产总额

2,496,409,861.07 2,272,623,064.16

负债总额

2,066,256,711.73 1,825,923,637.55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256,804,280.19 96,323,245.88

流动负债总额

1,986,776,384.81 1,751,497,573.74

资产净额

430,153,149.34 446,699,426.61

2013

年度

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2,262,682,663.99 1,256,189,354.76

净利润

-179,625,905.39 16,546,277.27

（二）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1、名称：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

2、住所：江苏太仓

3、法定代表人：YANG� HUAI� JIN（杨怀进）

4、注册资本：88,8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销售太阳能电池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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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设备、软件的销售；太阳能发电项目施工总承

包及分包；电站资产的管理。

6、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人民币

科目

2013-12-31 2014-9-30

资产总额

2,536,196,404.03 2,540,119,232.28

负债总额

1,612,130,256.27 1,606,049,416.14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465,920,000.00 340,119,584.00

流动负债总额

1,501,204,076.23 1,532,776,041.07

资产净额

924,066,147.76 934,069,816.14

2013

年度

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681,028,253.38 1,060,344,691.46

净利润

46,413,875.50 10,003,668.38

（三）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1、名称：合肥海润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2、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区工业园内

3、法定代表人：YANG� HUAI� JIN（杨怀进）

4、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多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及组件的研究、开发、制造、加工、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太阳能发电

设备及软件的销售；太阳能发电项目施工；太阳能电站投资、建设、及运维管理（涉及资质在资质许可范围

内经营）。

6、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人民币

科目

2013-12-31 2014-9-30

资产总额

1,952,910,787.57 2,420,774,311.70

负债总额

963,731,554.19 1,440,315,212.61

其中

：

银行贷款总额

465,000,000.00 451,642,052.00

流动负债总额

790,499,111.69 1,159,673,751.19

资产净额

989,179,233.38 980,459,099.09

2013

年度

2014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231,644,484.86 672,321,282.40

净利润

16,509,741.80 -8,720,134.29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种类：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5年。

3、担保范围：担保包括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于2014年12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董事

会认为江阴鑫辉、奥特斯维、合肥海润未来具有偿付债务的能力，对其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利益及中小股

东利益，一致同意提供该担保，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对外担保事项进行披露。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阴鑫辉太阳能有限公司、奥特斯维能源(太仓)有限公司、合肥海润光伏科技

有限公司拟将部分自有机器设备与信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租赁” ）进行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金额不超过6亿元人民币，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5年。

公司担保的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经营状况稳定，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符合公司未来

发展规划和经营管理的需要，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相违背的情况。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不包含本次人民币6亿元担保在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411,905.21

万元人民币，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56.43%。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均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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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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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1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股权登记日：2015年1月12日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178号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楼五楼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月1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1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3、股权登记日：2015年1月12日

4、会议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178号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

楼五楼

5、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投票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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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7、提示公告：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公司将发布一次提示性公告，提示公告时间为2015年1月12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

事项

1

《

关于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否

2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5年1月1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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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全体股东。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

以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以及中介机构代表等。

四、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股东可以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登记，也可以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请

注明证券部收。

2、登记时间：以2015年1月16日前公司收到为准。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4、法人股东需提交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

出席人身份证。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提交股票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应提交委托人股票账户卡、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书（附后）。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公司地址：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环镇北路178号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14407

联 系 人：问闻

联系电话：0510-86530938

传 真：0510-86530766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0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审议事项的表决指示：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2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件二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

易系统参加网络投票，投票程序如下：

1、投票时间：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月16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2、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401

海润投票

2 A

股股东

3、投票的具体程序

（1）买卖方向：买入

（2）申报价格：申报价格代表股东大会议案，99.00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以1.00元代表议

案1，以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类推。

多个需逐项表决的议案可组成议案组。 此时可用含两位小数的申报价格代表该议案组下的各个议

案，如2.01�元代表对议案组2项下的第一个议案，2.02元代表对议案组2项下的第二个议案，依此类推。

2.00元代表议案组2项下的所有议案。

（3）表决方法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

本次股东大会的

1

项提

案

738401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为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提

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

738401 1.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

《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融资租赁

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

738401 2.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4、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2015年1月12日 A�股收市后，持有海润光伏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

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表决序号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01

买入

99.00

元

1

股

2、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公司为全资

子公司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01

买入

1.00

元

1

股

3、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01

买入

1.00

元

2

股

4、如某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1号提案《关于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江阴海润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401

买入

1.00

元

3

股

5、投票注意事项

（1）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99.00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2）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结果为准。

（3）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4）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遵照当日通知。

证券代码：

600059

证券简称：古越龙山 编号：临

2014-058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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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在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 ）以公开挂牌方

式转让所持有的绍兴咸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亨集团” ）38.484%股

权、绍兴市咸亨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咸亨酒店” ）10.361%股权（以下简称

“标的股权” ）。 成交价为人民币17,059.96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咸亨集团38.484%股权、咸亨酒店10.361%股权事

项已经本公司2014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4年12月12日提交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交易概述

本公司分别于2014年10月20日、12月1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及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咸亨

集团38.484%股权、咸亨酒店10.361%股权的议案》。 咸亨集团净资产账面价值为8,

313.76万元，评估价值为29,666.64万元，增值率256.84%，对应的标的股权评估值为

11,416.91万元； 咸亨酒店经审计后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26,015.20万元， 增值率

109.36%，对应的标的股权评估值为5,643.05万元，本公司将上述两个标的股权以不

低于该权益评估值合计17,059.96万元的价格于2014年10月28日在绍兴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挂牌交易。至挂牌期满，仅有一家递交竞买申请，竞买人为自然

人宋金才。交易中心向本公司下达《交易结果告知函》，两个标的股权的受让人为自

然人宋金才，成交价为人民币17,059.96万元。 详见公司发布于《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临2014-049《关于以公开挂

牌方式转让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临2014-053《关于以公开挂牌方式转让参股公

司股权的进展公告》、临2014-057《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及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近日，公司与自然人宋金才签署了《国有股权交易合同》。 股权转让完成后，本

公司不再持有咸亨集团和咸亨酒店的股权。

二、交易对方当事人

1、受让人基本情况：自然人宋金才，男，中国国籍，住所：绍兴市越城区凤江路58

号-1；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情况：任绍兴咸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绍兴市

咸亨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2、受让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基本情况：自然人宋金才为咸亨集团、咸亨酒店的法

定代表人， 持有咸亨集团的股权比例为45.439%、 持有咸亨酒店的股权比例为

11.108%，同时咸亨集团持有咸亨酒店35.203%股权。

咸亨集团主营业务：实业投资，五金交电、化工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

设备、纺织品及原料、家用电器、百货、计算机及配件、家具、橡胶制品、塑料制品、文

教用品、仪器仪表的销售。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为23,123.34万元，总负债

为14,809.58�万元，净资产为8,313.76万元，2013年度营业收入38.75万元，利润总

额1,213.49万元, � 净利润1,213.49万元 ； 截止2014年9月30日止总资产为20,

422.69万元，总负债为12,946.84万元，净资产为7,475.85万元，2014年1-9月份营业

收入336.62万元，利润总额-1,069.19万元,�净利润-1,069.19万元。

咸亨酒店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特大型餐馆；零售；娱乐服务等；一般经营项

目：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等。 截止2013年12月31日止总资产为

63,489.99万元，总负债为37,474.8万元，净资产为26,015.19万元，2013年度营业收

入28,513.16�万元，利润总额3,068.47万元,�净利润2,689.48万元；截止2014年9月

30日止总资产为61,058.23万元， 总负债为33,006.62万元， 净资产为28,051.58万

元，2014年1-9月份营业收入12,479.92万元，利润总额104.40万元,�净利润77.06万

元。

3、受让方通过交易中心以公开挂牌方式征集，自然人宋金才与本公司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存在产权、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本公司及自然人宋金才

2、 转让价格： 宋金才受让本公司持有的咸亨集团38.484%股权、 咸亨酒店

10.361%股权，股权转让价格分别为11,416.91万元和5,643.05万元，合计17,059.96

万元。

3、转让价款支付方式：在签订交易合同之日前以现金方式全额一次性付清转让

价款。 公司已于2014年12月30日收到交易中心划转的全部转让价款17,059.96万

元。

4、转让标的的交割事项：在受让方付清全部成交款并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

双方办理股权过户手续。

5、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6、违约责任：本合同生效后，双方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解除）合同和违背声

明、保证、承诺以及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合同，应向对方支付按成交额20%的违约金，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7、其他约定事项：咸亨集团38.484%股权、咸亨酒店10.361%股权资产评估基准

日（2013年12月31日）到转让完成期间的损益由受让人宋金才承担及享有。

四、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公司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股权转让所得款项将用

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的影响

因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以集中资源做强主业，公司转让咸亨集团、咸亨酒店股

权。本次股权转让预计为公司带来约近1亿元的投资收益，对本年度公司利润的影响

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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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古越龙山 公告编号：临

2014-059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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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古越龙山” ）于2014

年12月2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4年12月3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到董事11人，实到董事11人，以11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授权公司经营层，

对最高额度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

一年，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公司于 2014�年12月30日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签订了相关理财合同，用自有资金人民币1.5亿元购买保本型收益凭证理财产品，现

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合同及合同主要内容

（一）合同名称：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 系列收益凭证产品合同

（二）协议双方: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和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三）理财产品名称及认购金额

产品发行人：海通证券

产品名称:�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 系列收益凭证尊享版272天期第1号，

产品简称：“理财宝272天期V1号” ，产品代码：S45638。

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产品类别:�本金保障型

约定年化收益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产品起息日前一交易日有效的金融机构

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三个月定期）+4.65%。 约定年化收益率为7.0%

产品期限:272天

本金及收益支付：产品到期后按约定日期一次性将应得本金及收益划转至公司

账户。

认购金额:� 1.5亿元

产品募集资金用途：主要用于补充产品发行人的运营资金等。

产品起息日：2014年12月31日

产品到期日：2015年9月28日

二、 风险控制措施

1、由财务部会同董事会办公室，根据公司流动资金情况，以及投资产品安全性、

流动性、发行主体相关承诺、预测收益率等，选择合适的投资产品，并提出投资方案。

2、投资方案经法务顾问对相关认购协议进行审查确认后，经公司财务负责人认

可后，提交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后执行。

3、实行方案实施与监督相分离原则。 经公司批准的方案由公司财务部执行，由

公司审计工作组负责监督。同时应建立健全会计核算科目、台账，指定专人进行账户

管理，并制作上述现金管理报表，报公司审计工作组、财务负责人。 公司可结合内部

控制及信息化建设，建立信息化控制流程，并对该管控方案进行优化。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

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

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三、 购买理财产品对公司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审核后认为：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

司将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短期保本型理财或金融产品，有利于提

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影响公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及主营

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相关审

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自有资金

用于现金管理业务。

五、上网公告文件

古越龙山独立董事《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独立意见》

六、备查文件

1、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 系列收益凭证产品合同

2、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 系列收益凭证产品说明书（尊享版272天期第

1号）

3、海通证券“一海通财·理财宝” 系列收益凭证产品风险揭示书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644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14-086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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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接到股东乐山市国有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下称“乐山国资公司” ）通知，乐山国资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26,

490,000股限售流通股股权（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2%）质押给中信信托有限责任

公司。上述质押已于2014年12月2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办理完成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乐山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103,608,32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9.24%，其中持有限售流通股股股份52,980,132股，持有无限售

流通股股份50,628,188股。 乐山国资公司本次质押了26,490,0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92%，累计质押49,350,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17%。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614 900907

股票简称：鼎立股份 鼎立

B

股 编号：临

2014

—

061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鼎立置业（淮安）有限公司

获得损失补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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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下属子公司鼎立置业（淮安）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安鼎立公司” ）于2005年

至2006年期间参与建设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徐扬和城东两小区动迁安置房项

目，由于当年负责回购上述动迁安置房的淮安开发控股有限公司回购资金紧张，部分安

置房项目回购款项没能按约定及时支付淮安鼎立公司，给该公司造成了一定的资金和开

发损失。 近期经过协商，淮安开发控股有限公司同意弥补因安置房回购款的支付问题给

淮安鼎立公司带来的资金与开发损失25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淮安鼎立公司已收到相关款项。 本次收到的补偿将对公司2014年度

利润产生一定影响，具体会计处理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鼎立科技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600829

证券简称

:

三精制药 编号

:

临

2014-021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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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因公司控股股东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药股份” ）正在

筹划与公司相关的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

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

股票自2014年12月31日起停牌。

公司控股股东哈药股份承诺：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

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哈药集团三精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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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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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12月30日收到

公司 201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民生证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由于保荐代表人李维丰先

生工作变动， 民生证券决定委派姚利民先生接替李维丰先生的工作， 继续履行

201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相关持续督导义务。

本次保荐代表人更换后，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保荐代表人为唐明龙先生和姚

利民先生，持续督导期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持续

督导义务结束为止。

特此公告。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31日

附 姚利民先生简历

姚利民： 现任民生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北京二部董事副总经理，2011年12月

注册为保荐代表人，注册会计师。 主要负责和参与了四川仁智油田技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IPO项目、合诚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IPO项目（在审），山大地纬软件股

份有限公司新三板挂牌项目（在审）等项目。

证券代码：

600355

股票简称：精伦电子 编号：临

2014-028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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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武汉普利思逊商用

机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思逊” ）于2014年12月16日收到湖北省财政厅

发文 《省财政厅关于转拨2014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预算 （拔

款）的通知》（鄂财企发[2014]118号），普利思逊申报的“居民身份信息核验终

端及云安全管理平台” 项目被列入2014年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预

算，普利思逊获得基金拔款1,000,000元。 2014年12月30日，普利思逊收到该项

政府补助资金。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及各子公司2014年累计收到政府补助资金7,206,

522.20元，全部计入营业外收入，将对公司2014年度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有关规定，上述补助资金的最终会计处理以注册会

计师进行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精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31日

股票代码：

600491

股票简称：龙元建设 公告编号：临

2014-047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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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概述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4月9日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披露了《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并于2014年5月6日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设立注册资本限额为30,000万元人民币

的全资子公司。 详细请参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临2014-005号《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2014-008号《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

全资子公司的公告》、临2014-012号《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

二、设立全资子公司和出资进展情况

1、目前，该全资子公司已完成设立相关工商登记事宜和注册资本的首期出资，首

期出资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0.00元，即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2、该全资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龙元明城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整。

（3）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公司将根据投资进度与公司资金状况分期缴纳。

（4）注册地：上海市

（5）经营范围：实业投资（主要包括公共设施、公路、桥梁、轨道交通、水利港口设

施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卫生设施投资，文化、体育、娱乐设施等实业投资），投资管理、

咨询。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