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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如东县河口镇中天路1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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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为准）

一般项目：通信设备制造；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51%

5、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5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10月29日

住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南路1号（经营场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开南路1号，南通开发区齐心路109号）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及其附件（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海底光电复合缆、拖曳缆、脐带缆及各复合海底线缆、交流电缆、直流电缆、架空绝缘电缆、控制电

缆、架空导线、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接头盒、金属及塑料制缆保护器、终端设备、弯曲限制器、水密连接器、保护管、锚固及其他海工器件、通信设

备），光缆、铝合金杆，铜、铝管，铜、铝排，电工器材的研发、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从事港口货物装卸、仓储的港口经营（集装箱、危险品货物除

外）；自营和代理上述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及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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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96.2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446,406.57万元，总负债194,642.10万元，净资产251,764.47万元，资产负债率43.60%；2019年营业收入530,601.17万

元，营业利润54,079.64万元，净利润47,217.40万元。

6、南海海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剑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07月02日

住所：陆丰市行政新区人社综合楼7楼716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及其附件（海底光缆、海底电缆、海底光电复合缆、拖曳缆、脐带缆及各复合海底线缆、交流电缆、直流电缆、架空绝缘电缆、控制电

缆、架空导线、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接头盒、金属及塑料制缆保护器、终端设备等）研发、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上述各类

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及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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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615.78万元，总负债115.78万元，净资产1,500万元，资产负债率7.17%；项目建设中，尚未形成营业收入。

7、江苏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7月11日

住所：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齐心路109号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附件、输电线路附件、通讯电缆附件、电力设备、电力金具、电工器材、绝缘材料及制品的技术研发、设计、制造、销售；电线电缆、金

属材料、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的销售；电缆及电缆附件安装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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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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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6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9,367.64万元，总负债6,689.88万元，净资产2,677.76万元，资产负债率71%；2019年营业收入9,754.99万元，净利润

673.74万元。

8、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4月29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洋口港经济开发区洋口港商务大厦

经营范围：水质监测系统、浮标监测系统、岸基自动监测站、水下安防系统、海缆监测系统、海底接驳盒、海洋及江河湖库信息观测网络系统装备、海洋

及水质传感器、舰载连接器、水密连接器及其他连接器件、弯曲限制器、海缆接头盒、锚固及其它海工器件、绞车系统、各类光缆、电缆、光电复合缆附件及

金具、光缆通讯设备、电源等产品设备及其组件、配件、软件的研发、设计、制造、检测、销售、租赁、施工、维护；各类海洋工程、环境工程、水利工程的技术服

务、施工服务；船舶设备租赁；光伏组件及配套产品的生产、销售；自营和代理相关产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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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7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5,044.75万元，总负债4,464.06万元，净资产10,580.69万元，资产负债率29.67%；2019年营业收入8,907.00万元，净利

润808.84万元。

9、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如根

注册资本：5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6月6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长沙镇港城村九组

经营范围：各类港口与航道工程、码头、水利、防波堤、船坞、船闸、疏浚、吹填、地基及基础工程、水下炸礁清障及其配套工程、海上风机基础工程及安装

工程、海上桩基工程、吊装工程、土木建筑工程、港口与海岸工程施工；港口装卸设备安装；通航建筑设备安装；安装、机械设备的租赁；海上施工技术开发、

装让、咨询和服务；钢结构件制作、安装；海底电缆系统工程施工、维护；风力发电场的运行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风电场建设；船舶租赁；沿海货物运输；内河货物运输；海缆敷设；吊装服务；电力工程施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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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44,349.89万元、总负债84,215.61万元、净资产60,134.27万元、资产负债率58.34%、2019年营业收入54,731.21万元、

净利润9,893.72万元。

10、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81,5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10月25日

住所：开发区中天路3号

经营范围：光纤预制棒、光纤接插线、全光纤器件、光放大器、特种光纤、特种光缆、技术玻璃制品制造、光学器件、光学组件、光学薄膜、纳米碳材料、塑

料制品、复合材料、防水卷材、覆膜金属板、环保处理设备、机电设备的研发、制造和销售；环保处理技术、静电除尘技术及服务；环保工程、净化工程、机电

工程、防腐工程、防水工程、钢构工程、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自产科研

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 在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开展上述经营范围产品的进出口贸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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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89,744.05万元，总负债51,758.01万元，净资产237,986.04万元，资产负债率17.86%；2019年营业收入132,264.07万

元，净利润35,747.51元。

11、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16,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9月24日

注册地：闵行区春中路18号

经营范围：铝制品、铝合金制品、电线电缆、电力器材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从事电力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铝制品、铝合金制品、电线电缆、电力器材的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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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76,419.13万元，总负债33,723.85万元，净资产42,695.28万元，资产负债率44.13%；2019年营业收入137,398.74万元，

净利润5,109.93万元。

12、中天轻合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05月02日

住所：如东县经济开发区嘉陵江路198号

经营范围： 铝及铝合金、镁合金产品、高精度铝合金与镁合金板、带、箔、管及型材生产、加工与销售；铝及铝合金、镁合金产品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

术支持和服务；铝、镁加工机械设备及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进出口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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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4,816.54万元，总负债3,416.23万元，净资产21,400.31万元，资产负债率13.77%；2019年营业收入9,202.75万元，净利

润1,608.78万元。

13、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5月15日

注册地：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赵港村

经营范围：光纤复合架空地线、光纤复合架空相线、全介质自承式光缆、普通光缆、光纤单元、电工用铝包钢线、铝包钢绞线、包括架空送电线在内的导

线、电缆及其配套器件、通信电缆及其配套件、传感光缆及监测系统、双绞合金属材料网面、合成材料网面、金属编织网、不锈钢管、饮用水不锈钢管、钛及

钛合金管、镍基合金管、不锈钢管件生产、销售；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除外）；提供与上述有关的相关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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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66,085.65万元，总负债17,027.05万元，净资产49,058.60万元，资产负债率25.77%；2019年营业收入68,583.90万元，净

利润8,009.67万元。

14、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43,8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1月29日

住所：江苏南通开发区新开南路

经营范围：船用电缆、机车车辆用电缆、风能电缆、光伏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高低压电力电缆、电机绕组引接线、航空线、橡套软电缆、矿用电线

电缆、电梯电缆、石油及地质勘探用电缆、控制电缆、信号电缆、通信电缆、光电复合缆、电缆附件、电缆线束、光电线缆组件、新能源汽用零部件、油井及地

质勘探用电缆、电缆材料的设计、生产、销售及服务；自有房屋租赁；自营或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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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67,725.35万元，总负债29,901.80万元，净资产37,823.54万元，资产负债率44.15%；2019年营业收入79,610.89万元，净

利润348.69万元。

15、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79,210万元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0日

住所：南通开发区中天路5号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技术服务；光伏用晶体硅太阳能电池、非晶硅薄膜太阳能电池、多元化合物薄膜太阳能电池、分布式电源控制器和储能电池的研

发、生产、销售；光伏发电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运营维护；风力发电工程、输变电工程、配电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运营维护；机电设备安装；光伏发电工程、风

力发电工程、输变电工程、配电工程的建设总承包；承包与企业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总承包；新能源项目投资、管理；光伏应用产品及材

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房屋建筑施工，绿化工程施工，城市、道路照明工程，市政工程施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储能电站运营维护；会议展览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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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52,926.88万元，总负债32,269.35万元，净资产220,657.53万元，资产负债率12.76%；2019年营业收入69,283.71万元，

净利润9,335.90万元。

16、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6月28日

住所：南通开发区同仁路99号

经营范围：功能膜、光学薄膜、太阳能电池背板、电路板材料及带涂层的膜类研发、生产、销售；高效太阳电池片、光伏组件及光伏接线盒的研发、生产、

销售；房屋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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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9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57,563.89万元，总负债31,588.68万元，净资产25,975.21万元，资产负债率54.88%；2019年营业收入42,094.26万元，净

利润-4,837.16万元。

17、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128,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12月26日

住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宏兴东路36号

经营范围：锂电池、锂电池配套产品及其材料的生产（按环保部门意见组织生产）、销售、研发；交流不间断电源、逆变设备、通信设备用直流远供电源

设备、新能源路灯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新能源汽车租赁；电源管理系统和新型电子元器件研发、测试和销售；光伏组件及其配套产品的生

产、销售；储能工程设计、施工安装及运营维护；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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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63,113.72万元，总负债39,566.55万元，净资产123,547.17万元，资产负债率24.26%；2019年营业收入60,685.44万元，

净利润103.19万元。

18、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31,900万元

成立日期：1995年12月22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

经营范围：金具、电力线路器材、光伏支架、集装箱、复合绝缘子、避雷器、熔断器、接头盒、跳线、电缆附件、铜排、铝排、铁附件、记忆合金、电力电子元器

件、电力工具、电力机具、接线端子、电缆分支箱、断路器、高低压开关、隔离开关、交接箱、配线架、尾纤、铝包钢线、架空铝绞线等光电通信设备、复合钢带、

铝带、阻水带、填充剂等光缆用通信材料制造、销售；提供本企业自产产品的技术服务；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

业务；植树造林；普通货运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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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02,165.03万元，总负债41,203.95万元，净资产60,961.08万元，资产负债率40.33%；2019年营业收入82,024.78万元，

净利润5,417.36万元。

19、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24,528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6月8日

注册地：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兴路96号

经营范围：高速列车接触线、高精度铜带、铜管、铜杆、铜排、绕组线、铜合金制品、铝合金制品、铜铝合金制品、高速铁路用贯通地线及金具的生产和销

售；通信线路施工、安装；通信设备、器材的设计制造及销售；废旧物资（危险品、有毒品等国家专项规定产品除外）的回收、销售、自有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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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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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61,503.96万元，总负债11,120.50万元，净资产50,383.46万元，资产负债率18.08%；2019年营业收入225,286.86万元，

净利润2,636.83万元。

20、江东合金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3月6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淮河路南侧

经营范围：高精度铜杆、铜单丝、导体、铜合金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废旧物资（危险品、有毒品等国家专项规定产品除外）的回收、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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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48,528.69万元，总负债7,216.27万元，净资产41,312.42万元，资产负债率14.87%；2019年营业收入320,237.92万元，净

利润369.25万元。

21、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34,996万元

成立日期：2003年2月26日

住所：如东县河口镇中天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宽带技术研究；通信设备、系统集成网络、通信工程、光有源器件、光无源器件、光纤配线设备、综合配线设备、光纤通信及传感设备、通信基

站、移动通信系统天线及基站附件（基站、室分、美化天线和馈线附件、无源器件等产品）、通信电源及配电设备（交直流电源列柜、配电箱、开关电源等产

品）、光缆、电缆、光电复合缆、预制光缆、预制电缆、预制光电复合缆、机柜及冷通道、JP柜、电能计量箱、高低压成套开关设备、金属及非金属表箱、不锈钢

制品加工、金属表面处理、环保喷涂；微模块、精密空调、智能门禁及门锁、光模块、波分复用设备、激光器、硅光子器件、芯片、线路板、电子器件、通信线束、

电子产品、安防及消防系统产品、无线传感设备、微波通讯设备、电缆测温设备、自动切换开关及监控通讯系统、精密设备环境控制系统等产品及配件的研

发、设计、制造、销售、施工、维护及技术咨询服务；生活配套服务；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限制公司进出口的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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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101,553.05万元，总负债49,765.35万元，净资产51,787.70万元，资产负债率49%；2019年营业收入94,071.60万元，净

利润2,866.21万元。

22、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9月29日

住所：江苏省如东县如东经济开发区淮河路168号

经营范围：电子五金精密加工、电子铜箔、3D打印器件、电池的铝壳和铝盖板、软连接、压铸制品、冲压件、五金制品、汽车零部件及配件、模具的研发、

制造和销售；高、低压配电开关控制设备、气动动力装置、气动元件、电容器及其配件、电力电子元器件的制造、加工销售；电解铜、电解铝、铜基铝基合金的

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术除外）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91,465.97万元，总负债20,857.66万元，净资产70,608.31万元，资产负债率22.80%；2019年营业收入43,965.29万元，净

利润1,909.93万元。

23、江苏中天伯乐达变压器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伟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成立日期：1993年3月13日

住所：盐城市亭湖区光荣路21号（18）

经营范围：油浸式变压器、干式变压器、特种变压器类产品、箱式变压器、高低压开关柜及矿用防爆型电气产品的生产；光伏组件、光伏支架及附件、逆

变器、逆变变压一体机、开关柜、二次屏、电线电缆、电缆附件、Rｓ485线、汇流箱、储能变流器销售；光伏电站运行维护、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

定企业经营或者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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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7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6,836.84万元，总负债15,872.77万元，净资产10,964.07万元，资产负债率59.15%；2019年营业收入29,567.35万元，净

利润1,164万元。

24、苏北光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祝军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9月29日

住所：盐城市亭湖区香榭路28号（18）

经营范围：通信光缆的研发、生产与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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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6,186.88万元，总负债10,440.20万元，净资产15,746.68万元，资产负债率39.87%；2019年营业收入23,153.95万元，净

利润1,315.11万元。

25、中天世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济萍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11月11日

住所：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天路6号

经营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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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贸易（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项目

除外；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取得相应许可后经营）；线缆产品及设备的研发、制造；仓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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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16,572.96万元，总负债193,062.01万元，净资产23,510.95万元，资产负债率89.14%；2019年营业收入267,272.86万

元，净利润7,216.26万元。

26、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薛驰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3年10月24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西里路55号1543B室

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转口贸易，电线、电缆、机械设备及配件、金属材料及制品、通信设备、电子设备及元器件的销售，上述商品

及通信、电力、电子信息专业领域内的技术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信和电力工程的设计、安装、施工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咨询管理，

电子产品、化妆品、日用百货、食用农产品、煤炭、矿产品、石油制品（除危险品）、橡胶、胶塑制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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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06,563.53万元，总负债165,943.69万元，净资产40,619.84万元，资产负债率80.34%；2019年营业收入1,472,847.28

万元，净利润3,158.77万元。

27、中天科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万港币

成立日期：2015年5月11日

注册地：香港

经营范围：国际贸易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22,917.67万元，总负债21,263.81万元，净资产1,653.86万元，资产负债率92.78%；2019年营业收入673,515.52万元，净

利润1248.67万元。

28、中天科技巴西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960万雷亚尔

成立日期：2013年8月26日

注册地：巴西

经营范围：光缆、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及相关附件的生产、销售。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87.75%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30,988.23万元，总负债29,906.05万元，净资产1,082.17万元，资产负债率96.51%；2019年营业收入27,006.82万元，净

利润747.48万元。

29、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95,376.26万卢比

成立日期：2012年5月1日

注册地：印度金奈市

经营范围：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和光纤复合架空相线（OPPC）、光纤、光缆、金具的生产、销售。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68,285.90万元，总负债35,162.39万元，净资产33,123.51万元，资产负债率51.49%；2019年营业收入44,826万元，净利

润2,118.32万元。

30、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8,028,065万印尼盾

成立日期：2017年2月14日

住所：印尼雅加达市

经营范围：光纤、光缆、导线、光纤复合架空地线（OPGW）、金具、宽带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58,756.90万元，总负债17,720.66万元，净资产41,036.24万元，资产负债率30.16%；2019年营业收入11,660.90万元，净

利润-1,760.07万元。

31、中天科技印尼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75,000万印尼盾

成立日期：2018年7月17日

住所：印尼雅加达市

经营范围：光纤、光缆、预制棒、宽带、金具、导线、电缆、软光缆、射频电缆和泄漏同轴电缆的采购和销售

中天科技股份间接持股比例：100� %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3,992.80万元，总负债3,655.99万元，净资产336.81万元，资产负债率91.56%；2019年营业收入5,052.22万元，净利润

232.70万元。

32、得美电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里拉

成立日期：1978年4月5日

住所：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经营范围：其他电子和电缆电线的制造（同轴电缆和其他同轴电导体，绝缘电磁线，绝缘地下水下导体，醋酸纤维和硅橡胶铜导体等）

中天科技股份持股比例：100%

截止2019年12月31日，总资产55,283.58万元，总负债29,005.63万元，净资产26,277.95万元，资产负债率52.47%；2019年营业收入38,656.79万元，净

利润841.14万元。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中天科技股份控股子公司2020年银行综合授信明细如下，公司拟为该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单位：万元人民币

控股子公司 综合授信银行 综合授信金额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100,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10,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4,000

中行如东支行 6,500

工行如东支行 11,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12,000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8,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5,5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8,000

上海银行南通分行 4,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建行开发区支行 8,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3,000

中信南通分行 10,000

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14,1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3,000

中行如东支行 4,1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2,000

建行开发区支行 3,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2,000

江东科技有限公司67,000

工行如东支行 5,000

中行如东支行 3,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建行如东支行 22,000

浙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22,000

南京银行 5,000

南通江东电科通信有限公司100,000

中信南通分行 50,000

江苏银行如东支行 50,000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372,900

中行如东支行 40,000

工行如东支行 41,000

澳新银行上海分行 20,000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8,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23,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48,400

中信南通分行 20,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17,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20,000

建行开发区支行 21,5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15,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40,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8,000

浙商银行南通分行 8,000

上海银行南通分行 13,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20,000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南海海缆有限公司50,000 中行汕尾支行 50,000

江苏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3,8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2,8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1,000

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3,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2,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1,000

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341,5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42,500

南京银行 9,000

华夏银行南通分行 1,000

星展银行苏州分行 10,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33,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96,000

建行如东支行 40,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18,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62,000

中信南通分行 20,000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45,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3,000

中行如东支行 7,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5,000

工行如东支行 10,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49,400

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4,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行如东支行 20,000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8,400

工行如东支行 7,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天轻合金有限公司6,500

中行如东支行 1,500

江苏银行如东支行 5,000

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20,000

中行如东支行 10,000

工行如东支行 5,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3,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2,000

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44,5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7,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8,8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1,700

建行开发区支行 5,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工行如东支行 5,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3,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4,000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32,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11,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6,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5,000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5,000

工行如东支行 5,000

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11,000

北京银行 2,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4,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35,3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12,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3,000

北京银行 2,000

江苏银行开发区支行 6,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3,3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5,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4,000

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74,000

工行如东支行 16,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3,5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3,000

中行如东支行 8,5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北京银行 5,000

建行如东支行 5,000

浦发银行如东支行 20,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3,000

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26,9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5,0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4,400

中行陆丰支行 5,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1,5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上海银行南通分行 4,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2,000

江东合金技术有限公司19,080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4,080

南京银行 5,000

中信南通分行 10,000

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67,000

工行如东支行 15,0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5,000

招商银行南通分行 7,000

北京银行 5,000

中行如东支行 9,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5,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4,000

浙商银行南通分行 4,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2,000

建行如东支行 1,000

江苏银行如东支行 10,000

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52,080

江苏银行如东支行 10,000

中行如东支行 8,000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4,080

建行如东支行 5,000

南京银行 5,000

恒丰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江苏中天伯乐达变压器有限公司15,500

中行盐城亭湖支行 3,000

工行盐城开发区支行 2,500

建行盐城分行 6,000

兴业银行盐城分行 4,000

苏北光缆有限公司3,000 民生银行盐城分行 3,000

中天世贸有限公司265,000

中行如东支行 30,000

工行如东支行 8,000

建行开发区支行 10,000

澳新银行上海分行 94,30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18,700

交行开发区支行 10,000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21,000

中信南通分行 30,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4,000

兴业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浙商银行南通分行 4,000

星展银行苏州分行 10,000

农行开发区支行 10,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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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银行上海分行 34,43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46,200

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15,000

招行上海虹口支行 10,000

星展银行苏州分行 25,000

恒生银行上海分行 17,500

光大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浙商银行南通分行 10,000

花旗银行上海分行 15,000

交通银行自贸区支行 18,000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15,000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19,000

宁波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平安银行南通分行 20,000

邮储银行南通分行 5,000

中天科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140,370

汇丰银行南通分行 7,700

澳新银行香港分行 49,670

中国信托商业银行香港分行 34,000

渣打银行上海分行 19,000

星展银行新加坡分行 30,000

中天科技巴西有限公司16,800 花旗银行巴西分行 16,800

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67,808

汇丰银行印度分行 24,200

花旗银行印度金奈分行 11,900

星展银行印度金奈分行 15,000

工行孟买分行 4,978

澳新银行印度分行 11,730

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23,200

澳新银行印尼分行 8,500

汇丰银行印尼分行 7,700

花旗银行印尼雅加达分行 7,000

中天科技印尼贸易有限公司4,620 汇丰银行印尼分行 4,620

得美电缆有限公司39,000

汇丰银行土耳其分行 11,000

花旗银行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分行 7,000

工行（土耳其）股份有限公司 10,500

ZIRAAT土耳其农业银行 7,000

ISBANK土耳其实业银行 3,500

合计 2,380,488

中天射频电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光纤有限公司、江东科技有限公司、南通江东电科通信有限公司、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南海海缆有限公司、江苏

中天科技电缆附件有限公司、中天海洋系统有限公司、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中天轻合

金有限公司、中天电力光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装备电缆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中天光伏材料有限公司、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江东金具设

备有限公司、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江东合金技术有限公司、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江东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江苏中天伯乐达变压器有限公司、苏北光

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巴西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印度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印尼有限公司、得美电缆有限公司的银行综合授信主要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

金；中天世贸有限公司、中天科技印尼贸易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主要用于开立保函、信用证、远期锁汇等；中天科技集团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中天科

技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主要是用于补充贸易流动资金。

四、董事会意见

1、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2020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根据控股子公司资信状况和补充流动资金的实际需要。 被担保人均

为控股子公司，综合授信用于发展主营业务，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故同意本次为控股子公司2020年银行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2、独立董事发表如下意见：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2020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是根据其资信状况和业务发展实际需要而做出的决定。被担保人均

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控制在必要限度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规定程序，并及时披露，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关于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同意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2020年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事项。

五、担保额度的有效期

本次担保额度及相关授权的有效期为自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2020年3月31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1,666,71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19年度）经审计净资产（2,148,963.95万元）的比例为77.56%。

公司没有逾期的对外担保。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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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

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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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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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现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天科技股份” 或“公司” ） 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2015年期募集资金”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2017年期募集资金” ）、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2019年期募集

资金” ）在2019年度的存放与使用情况分别进行说明。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2015年期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400号文《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核准，公司于2015年11月向中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天科技集团” ）发行133,970,782股、向南通中昱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南通中昱” ）发行

20,297,394股，购买中天科技集团持有的中天宽带技术有限公司（“中天宽带” ）、中天合金技术有限公司（“中天合金” ）100%股权，以及中天科技集团

和南通中昱合计持有的江东金具设备有限公司（“江东金具” ）100%股权，交易价格14.58元/股，交易总对价为224,923万元。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施完成后，根据证监会上述核准文件，公司于2015年12月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272,

727股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22.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599,999,994.00元，扣除发行手续费人民币37,039,989.92元，实际收到主承销商高盛

高华汇入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562,960,004.08元。 经中兴华出具的中兴华验字（2015）第JS0090号《验资报告》审验，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562,960,

004.08元已于2015年12月1日存入公司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交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 ） 开立的账号为

326008607018170100727的人民币账户内。

2、2017年期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3222号文《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7年1月采用非公开发行

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455,301,455股，每股发行价9.62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379,999,997.10元，扣除发行手续费人民币

78,839,999.95元，实际收到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高盛高华” ）汇入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4,301,159,997.15元。 本次募集资金已经中

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中兴华” ）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7）第020003号《验资报告》。

3、2019年期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626号文《关于核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核准，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3,965,120,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期限6年，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39,651,20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965,120,000.00

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人民币42,396,560.00元，公司实际收到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汇入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3,922,723,440.00元。本

次募集资金已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兴华验字（2019）第020009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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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管理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项目实施管理等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况。

1、2015年期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15年12月7日，公司、作为2015年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中天宽带、江东金具、中天合金和高盛高华就2015年期募集资金的存放，分别与交通银行

南通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如东支行、工商银行如东支行、农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对于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4G+/5G天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新项目），公司、江苏中天无线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新项目实施主体，与中

天科技合称“公司方面” ）就变更投向后11,302.02万元募集资金的监管，与交通银行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专户银行” ）及保荐机构（高盛高华），

于2018年8月17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2015年期募集资金的余额及存放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万元）

公司 交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 326008607018170100727 114.49

江苏中天无线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 326008605018170114573 5,914.72

合计 / / 6,029.21

2、2017年期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17年2月8日，公司、作为2017年期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中天储能科技”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中天科技海缆” ）、

江东科技有限公司（“江东科技” ）、上海中天铝线有限公司（“上海中天铝线” ）和高盛高华就2017年期募集资金的存放，分别与交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

行、工商银行如东支行、兴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农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如东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协议与《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对于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海上风电工程施工及运行维护项目”（新项目），公司、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新项目实施主体，与

中天科技合称“公司方面” ）就变更投向后50,000万元募集资金的监管，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专户银行” ）及保荐

机构（高盛高华），于2017年10月11日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

异。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2017年期募集资金的余额及存放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万元）

公司 交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 326008605018170106226 116,537.74

中天科技海缆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 408840100100045029 7.88

中天储能科技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如东支行 1111323129000370017 2,618.45

合计 / / 119,164.07

3、2019年期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2019年4月1日，公司、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中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募

投项目实施主体）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高盛高华就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监管，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如东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开发区支行、中

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以及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 ），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之监管协议》。 协议内容

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2019年期募集资金的余额及存放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金额（万元）

公司 交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 326008605018170122346 11,034.83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农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 10727001040227274 15.70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如东支行 535272868993 7,697.34

中天光伏技术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如东支行 1111323229100249564 4.05

中天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 408840100100074283 2,534.81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民生银行南通分行 630841274 0.03

中天科技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南通开发区支行 326008605018170122422 0.09

合计 / / 21,286.85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2015年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发行申请报告中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2015年配套融资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60,000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 中天宽带4G智能电调天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8,500.00 17,000.00

2 中天合金高精度无氧铜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 4,528.00 4,500.00

3 江东金具绝缘子、避雷器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13,200.00 13,200.00

4 补充三家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25,300.00 25,300.00

合计 61,528.00 60,000.00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如公司已使用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运作，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对该部分资金予以置换。 如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满足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需要，不足部分将由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其他方式解决。

根据配套融资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公司对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具体安排调整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调整后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1 中天宽带4G智能电调天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7,000.00 17,000.00

2 中天合金高精度无氧铜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 4,500.00 4,500.00

3 江东金具绝缘子、避雷器系列产品技改项目 13,200.00 13,200.00

4 补充三家标的公司流动资金 25,300.00 21,596.00

合计 60,000.00 56,296.00

（2）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5年期配套融资募集资金净额56,296.00万元，累计取得存款利息收入348.65万元，合计56,644.65万元。 本年度共使用募集资金3,571.92万元，截

至本年度末累计使用募集资金47,209.01万元，另外部分项目结题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406.43万元，期末募集资金余额6,029.21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2015年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5年11月30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2015年期募投项目的金额为4,019.61万元（其中：中天宽带4G智能电调天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2,

580.41万元，中天合金高精度无氧铜深加工技术改造项目1,027.92万元，江东金具绝缘子、避雷器系列产品技改项目411.28万元）。 2016年1月14日，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使用2015年期募集资金4,019.61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5年期募集资金在本年度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2017年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发行申请报告中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450,000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

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系列产品研究及产业化

项目

200,000.00 180,000.00

2 能源互联用海底光电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100,000.00 90,000.00

3 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0,000.00 50,000.00

4 特种光纤系列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0,000.00 35,000.00

5 新型金属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 10,000.00 1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73,000.00 73,000.00

合计 483,000.00 438,000.00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如公司已使用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运作，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对该部分资金予以置换。 如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满足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需要，不足部分将由本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其他方式解决。

根据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情况，公司对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具体安排调整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

调整后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1

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锂电池系列产品研究及产业

化项目

180,000.00 180,000.00

2 能源互联用海底光电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90,000.00 90,000.00

3 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50,000.00 50,000.00

4 特种光纤系列产品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5,000.00 35,000.00

5 新型金属基石墨烯复合材料制品生产线项目 10,000.00 10,00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73,000.00 65,116.00

合计 438,000.00 430,116.00

（2）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7年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430,116.00万元， 累计取得存款利息收入2,567.02万元， 合计432,683.02万元。 本期共使用募集资金20,

660.65万元，截至本期末累计使用募集资金293,518.86万元，另外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20,000.00万元，部分项目结题永久补充流动资金0.09

万元，期末募集资金余额119,164.07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2：《2017年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7年1月31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2017年期募投项目的金额为83,782.33万元（其中：中天储能科技新能源汽车用领航源动力高性能

锂电池系列产品研究及产业化项目35,853.14万元，中天科技海缆能源互联用海底光电缆研发及产业化项目29,314.85万元，江东科技特种光纤系列产品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18,614.34万元）。 2017年2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使用2017年期募集资金83,782.33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7年2月2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进程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2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截至2018年2月，公司已全部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2017年5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进程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3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截至2018年5月，公司已全部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2018年3月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进程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2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截至2019年1月7日，公司已全部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2019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2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截至2019年12月12日，公司已全

部归还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

2019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产品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安全性、流动性较高

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投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金额

为20,000万元。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万

元）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认购期限

1 交通银行南通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结构性存款9个月

期限结构型 20,000 3.78%

2019年6月6日至2020

年3月6日

3、2019年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发行申请报告中对募集资金投向的承诺情况

2019年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396,512万元，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金额单位：

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1 950MWh分布式储能电站项目 161,400.00 157,763.61

2 大尺寸光纤预制棒智能化改造项目 102,000.00 94,722.77

3 110MWp分布式光伏项目 58,526.53 37,863.94

4 高性能绝缘薄膜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60,000.00 35,757.32

5

超耐候聚偏氟乙烯（PVDF）薄膜及其增益背板绿色制造系统集

成项目

11,000.00 8,074.94

6 高增益光伏组件用反光膜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3,000.00 2,329.48

7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60,000.00

合计 455,926.53 396,512.06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如本公司已使用银行贷款和自有资金进行了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运作，在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到位后，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对该部分资金予以置换。 如实际募集资金数额不足以

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需要，不足部分将由本公司通过银行贷款或自有资金等其他方式解决。

根据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情况，本公司对各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具体安排调整如下：（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计划使用募集

资金

调整后计划使用

募集资金

1 950MWh分布式储能电站项目 157,763.61 157,763.61

2 大尺寸光纤预制棒智能化改造项目 94,722.77 94,722.77

3 110MWp分布式光伏项目 37,863.94 37,863.94

4 高性能绝缘薄膜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35,757.32 35,757.32

5

超耐候聚偏氟乙烯（PVDF）薄膜及其增益背板绿色制造系统

集成项目

8,074.94 8,074.94

6 高增益光伏组件用反光膜研发与产业化项目 2,329.48 2,329.48

7 补充流动资金 60,000.00 55,760.28

合计 396,512.06 392,272.34

（2）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2019年期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净额392,272.34万元，累计取得存款利息收入543.78万元，理财收益287.30万元，合计393,103.42万

元。 本期共使用募集资金156,816.57万元，截至本期末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56,816.57万元，另外利用闲置募集资金195,000.00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20,000.00万元，期末募集资金余额21,286.85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件3：《2019年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止2019年3月6日，公司使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2019年期募投项目的金额为77,956.07万元（其中：中天光伏技术950MWh分布式储能电站项目1,

097.70万元，中天科技精密材料大尺寸光纤预制棒智能化改造项目34,317.10万元，中天光伏技术110MWp分布式光伏项目29,489.39万元，中天电子材

料高性能绝缘薄膜研发及产业化项目4,911.04万元，中天科技精密材料超耐候聚偏氟乙烯（PVDF）薄膜及其增益背板绿色制造系统集成项目7,389.50

万元，中天科技精密材料高增益光伏组件用反光膜研发与产业化项目751.34万元）。 2019年3月2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使用2019年

期募集资金77,956.07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年3月2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进程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150,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50,000.00万元。

2019年5月3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

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使用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超过3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适时购买产品期限在一年以内的安全性、流

动性较高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投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的金额为20,000万元。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认购期限

实际收益（万

元）

1

民生银行南京分

行

与利率挂钩的结构

性 产 品

（SDGA190685）

结构性存

款类

10,000 3.89%

2019年 6月 6日至

2019年12月6日

193.03

2

中国银行如东支

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

币 按 期 开 放

（CNYAQKF）

保证收益

型

10,000 3.70%

2019年6月11日至

2019年9月12日

94.27

3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

款（SDGA191165）

保本保证

收益型

10,000 3.75%

2019年9月24日至

2020年3月24日

尚未到期

4

农业银行南通开

发区支行

“汇利丰” 2019年第

5093期对公定制人

民币结构性存款产

品

保本浮动

收益

10,000

3.80%或

3.75%

2019年6月12日至

2020年3月11日

尚未到期

2019年12月4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

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进程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45,000万元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45,000万元。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1、2015年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经2018年4月24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并经2018年5月16日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2015年期募投项目之一

“4G智能电调天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原项目）变更为“4G+/5G天线研发及产业化项目”（新项目），新项目实施主体为江苏中天无线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原项目拟使用的募集资金11,302.02万元以对江苏中天无线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出资的方式变更投向至新项目。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2015年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其他变更情况。

2、2017年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经2017年9月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经2017年9月26日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2017年期募投项目

之一“海底观测网用连接设备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原项目）变更为“海上风电工程施工及运行维护项目”（新项目），新项目实施主体为中天科技集团海

洋工程有限公司，原项目拟使用的募集资金50,000万元以对中天科技集团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出资的方式变更投向至新项目。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2017年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其他变更情况。

3、2019年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的情况

经2019年5月3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并经2019年6月13日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决定2019年期募投项目之一

“110MWp�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实施地点范围从南通市如东县工业园区扩大至江苏省南通地区、盐城地区、徐州地区及湖北省老河口地区，总装机容

量、总投资、建设期等均不发生变化。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2019年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其他变更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及时、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违反募集资金管理相关规定的情形。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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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中天科技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9年度）》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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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编制，在所有

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中天科技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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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中天科技股份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及2019年公开发行可转债

募集资金在2019年度的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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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八、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1、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56,644.65（其中：利息收入净额348.6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7,209.01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11,302.02 2015年：

16,

904.8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20.08%（为2015年期募投项目的变

更）

2016年：

16,

199.79

2017年：

4,

201.61

2018年：

6,

330.81

2019年：

3,

571.92

序

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

日项

目完

工程

度

（%）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本年

实际

投资

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累计

实际

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中天宽带4G智能

电调天线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中天宽带4G智能

电调天线研发及

产业化项目

17,

000.00

17,

000.00

0.01

17,

000.00

17,

000.00

5,

752.96

-54.98

100.0

0

4G+/5G天线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11,

302.02

2,

826.16

11,

302.02

5,

431.74

5,870.28 48.06

2

中天合金高精度

无氧铜深加工技

术改造项目

中天合金高精度

无氧铜深加工技

术改造项目

4,

500.00

4,

500.00

59.89

4,

500.00

4,

500.00

4,

387.31

112.69

100.0

0

3

江东金具绝缘子、

避雷器系列产品

技改项目

江东金具绝缘子、

避雷器系列产品

技改项目

13,

200.00

13,

200.00

685.86

13,

200.00

13,

200.00

10,

041.0

0

3,159.00

100.0

0

4

补充三家标的公

司流动资金

补充三家标的公

司流动资金

25,

300.00

21,

596.00

0.00

25,

300.00

21,

596.00

21,

596.00

0.00

100.0

0

合计

60,

000.00

56,

296.00

3,

571.92

60,

000.00

56,

296.00

47,

209.01

9,086.99 /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附件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432,683.02（其中：利息收入净额2,567.02）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93,518.8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50,000.00 2017年：

207,085.4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11.42%(为2017年期募投项目的变更）

2018年： 65,772.77

2019年： 20,660.65

序

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

日项

目完

工程

度

（%）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本年

实际

投资

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累计

实际

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新能源汽车用领

航源动力高性能

锂电池系列产品

研究及产业化项

目

新能源汽车用领

航源动力高性能

锂电池系列产品

研究及产业化项

目

180,

000.00

180,

000.00

12,

685.36

180,

000.00

180,

000.00

75,

543.72

104,456.28 41.97

2

能源互联用海底

光电缆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能源互联用海底

光电缆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90,

000.00

90,

000.00

7,

975.27

90,

000.00

90,

000.00

67,

655.49

22,344.51 75.17

3

海底观测网用连

接设备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

海上风电工程施

工及运行维护项

目

50,

000.00

50,

000.00

0.00

50,

000.00

50,

000.00

50,

188.05

-188.05

100.0

0

4

特种光纤系列产

品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特种光纤系列产

品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

35,

000.00

35,

000.00

0.02

35,

000.00

35,

000.00

35,

015.60

-15.60

100.0

0

5

新型金属基石墨

烯复合材料制品

生产线项目

新型金属基石墨

烯复合材料制品

生产线项目

10,

000.00

10,

000.00

0.00

10,

000.00

10,

000.00

0.00 10,000.00 0.00

6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73,

000.00

65,

116.00

0.00

73,

000.00

65,

116.00

65,

116.00

0.00

100.0

0

合计

438,

000.00

430,

116.00

20,

660.65

438,

000.00

430,

116.00

293,

518.86

136,597.14 /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0.00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0,000.00

附件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期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19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393,103.42 （其中： 利息收入净额543.78， 理财收益

287.3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56,816.57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0 2019年：

156,

816.57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0

序

号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止

日项

目完

工程

度

（%）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本年

实际

投资

金额

募集前

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

承诺投

资金额

累计

实际

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950MWh分布式

储能电站项目

950MWh分布式

储能电站项目

157,

763.61

157,

763.61

1,

522.70

157,

763.61

157,

763.61

1,

522.70

156,240.91 0.97

2

大尺寸光纤预制

棒智能化改造项

目

大尺寸光纤预制

棒智能化改造项

目

94,

722.77

94,

722.77

47,

162.51

94,

722.77

94,

722.77

47,

162.51

47,560.26 49.79

3

110MWp分布式

光伏项目

110MWp分布式

光伏项目

37,

863.94

37,

863.94

32,

889.94

37,

863.94

37,

863.94

32,

889.94

4,974.00 86.86

4

高性能绝缘薄膜

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高性能绝缘薄膜

研发及产业化项

目

35,

757.32

35,

757.32

10,

779.85

35,

757.32

35,

757.32

10,

779.85

24,977.47 30.15

5

超耐候聚偏氟乙

烯（PVDF）薄膜

及其增益背板绿

色制造系统集成

项目

超耐候聚偏氟乙

烯（PVDF）薄膜

及其增益背板绿

色制造系统集成

项目

8,

074.94

8,

074.94

7,

931.16

8,

074.94

8,

074.94

7,

931.16

143.78 98.22

6

高增益光伏组件

用反光膜研发与

产业化项目

高增益光伏组件

用反光膜研发与

产业化项目

2,

329.48

2,

329.48

770.13

2,

329.48

2,

329.48

770.13 1,559.35 33.06

7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60,

000.00

55,

760.28

55,

760.28

60,

000.00

55,

760.28

55,

760.28

0.00

100.0

0

合计

396,

512.06

392,

272.34

156,

816.57

396,

512.06

392,

272.34

156,

816.57

235,455.77 /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 195,000.00

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0,000.00

证券代码：

6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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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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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0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为基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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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1,241,265,649.74元，按《公司法》、《公司章程》及《企业会计准则》的

有关规定，按10%提取法定公积金124,126,564.97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4,384,635,267元，减2018年度现金分红301,656,739.60元，本年度可供投资

者分配的利润5,200,117,612.17元。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

户上已回购的股份数为基数分配利润。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 2020年3月31日，公司总股本3,066,117,641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49,505,125股，以

3,016,612,516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301,661,251.60元（含税）。

此外，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规定，上市公司以现

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2019�年度公司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实施股份回购所支付的总金额为406,652,981.20元，将该回购金额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的现金红利合并计算后，公司2019年度现

金分红合计708,314,232.80元，占公司 2019�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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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维持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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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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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是公司根据2019年度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制定的，符合公司《章程》关于

现金分红政策的要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及时披露，不存在

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监事会认为：本次利润分配

方案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制定的，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关于现金分红政策的要求，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 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发展阶段、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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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判断，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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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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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020年4月28日，江苏中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科技股份” 或“公司” ）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中兴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公司拟继续聘任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本

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机构信息

基本信息

（1）总所信息

事务所名称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 1993年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是

执业资质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1号四川大厦东楼15层

（2）分所信息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江苏分所（以下简称“江苏分所” ）前身为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成立于2003年12月。 2009年与中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合并，原江苏富华会计师事务所整体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所；2013年随着事务所合伙制转制，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江苏分所变更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江苏分所” 。

江苏分所负责人乔久华，注册地址为江苏省南京市山西路67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1003025692941。 具备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以及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2019年度江苏分所承办了9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业务。

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 李尊农 合伙人数量 131�人

上年末从业人员类别及数

量

注册会计师 817�人

从业人员 2086�人

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337�人

注册会计师人数近一年变

动情况

一年内增加注册会计师 15�人

业务规模

上年度业务收入 109,163万元 上年末净资产 30,637万元

上年度上市公司

（含 A� A、B� B

股）年

报审计情况

年报家数 35家

年报收费总额 3,461万元

涉及主要行业

化工行业、机械行业、汽车行业、医药制造、家电行业、电子信息、

通讯行业、软件服务、输配电气、房地产、农牧饲渔、国际贸易、旅

游酒店、有色金属、塑胶制品、纺织服装、电信运营、文化传媒等。

资产均值 744,387万元

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与职业保险状况 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 11,335万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

偿责任

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0,000万元

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中兴华所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

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如下：

类型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刑事处罚

行政处罚

行政监管措施 3次 1次

自律监管措施 1次

项目成员信息

人员信息

项目组成员 姓名 执业资质 从业经历 兼职情况

是否从事过证券

服务业务

项目合伙人 许剑辉 注册会计师

1999年开始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自

2004年一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等证券服

务业务至今， 先后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600522）、江苏吉鑫风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601218）、廊坊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600149）等上市公司提供年

度审计及内控审计服务。

无 是

项目质量控

制复核人

朱红柱 注册会计师

自2011年起一直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等证

券服务业务至今， 为江苏中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600522）提供年度审计及内

控审计服务。

无 是

本期签字注

册会计师

程晓芳 注册会计师

自2008年起从事注册会计师业务， 一直

从事上市公司审计等证券服务业务，目

前在事务所承担质量控制和复核工作。

无 是

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独立复核合伙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均具有丰富的行业服务经验，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也均未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

审计收费

2018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20万元（不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70万元（不含税），合计人民290万元（不含税）。 2019�年

度公司财务报表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30万元（不含税），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70万元（不含税），合计人民币300万元（不含税）。 2020�年审计费将

综合考虑公司的业务规模、工作的复杂程度、所需要投入的各级别工作人员配置及所发生的时间等因素，经双方协商确定。

二、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对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

认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及丰富的执业经验，具备承担公司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能力。 在担任

公司 2019�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期间，认真履行职责，恪守职业道德，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表现出良好的职业操守，为公司出

具的审计报告客观、公正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同意续聘为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本次聘任会计事务所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公司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对此事项发表了如

下意见：

公司拟续聘的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质，且具有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资格和丰富经验。 在审计工作中能

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业务准则，出具的报告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基于上述判断，同意公司续聘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相关业务的资质和胜任力。 在2019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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