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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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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寿阳路 99 弄 2 号楼晶科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93,001,0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68.45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仙德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其中董事陈康平先生、李仙华先生、孙奥先

生、胡建军先生、Neil� Edward� Johnson 先生、韩洪灵先生、彭剑峰先生、丁松良先生
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监事白文龙先生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杨利所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67,800 99.9929 81,100 0.0042 52,100 0.0029
2、议案名称：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37,800 99.9913 81,100 0.0042 82,100 0.0045
3、议案名称：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37,800 99.9913 81,100 0.0042 82,100 0.0045
4、议案名称：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53,800 99.9922 65,100 0.0034 82,100 0.004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73,200 99.9932 75,700 0.0039 52,100 0.002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83,800 99.9938 65,100 0.0034 52,100 0.002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高唐齐盛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38,800 99.9914 110,100 0.0058 52,100 0.0028
8、议案名称：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39,437,800 99.9843 111,100 0.0106 52,100 0.0051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53,800 99.9922 95,100 0.0050 52,100 0.0028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83,800 99.9938 65,100 0.0034 52,100 0.002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53,800 99.9922 95,100 0.0050 52,100 0.0028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53,800 99.9922 95,100 0.0050 52,100 0.0028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53,800 99.9922 95,100 0.0050 52,100 0.0028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37,800 99.9913 111,100 0.0058 52,100 0.0029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892,837,800 99.9913 111,100 0.0058 52,100 0.002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6.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提名选举李仙德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1,291,886,410 68.2454 是

16.02
提名选举陈康平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1,291,886,404 68.2454 是

16.03
提名选举李仙华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1,291,881,405 68.2451 是

16.04
提名选举胡建军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1,291,877,404 68.2449 是

16.05
提名选举白哲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

3,246,941,404 171.5234 是

16.06
提 名 选 举 Neil Edward
Johnson 先生为公 司 第 二 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2,942,503,404 155.4411 是

17.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7.01
提名选举丁松良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1,892,834,407 99.9911 是

17.02
提名选举彭剑锋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1,892,834,404 99.9911 是

17.03
提名选举韩洪灵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1,892,834,404 99.9911 是

18.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8.01 提名选举曹海云先生为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1,892,834,406 99.9911 是

18.02 提名选举肖嬿珺女士为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1,892,844,404 99.9917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 股 5%以 上
普通股股东 1,625,257,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5%
普通股股东 267,56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以 下
普通股股东 50,200 28.2022 75,700 42.5280 52,100 29.2698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50,200 28.2022 75,700 42.5280 52,100 29.2698

市 值 50 万 以
上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267,610,800 99.950
2 81,100 0.0302 52,100 0.0196

2
《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财务
预算方案的议案》

267,580,800 99.939
0 81,100 0.0302 82,100 0.0308

3
《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董事会
工作报告的议案》

267,580,800 99.939
0 81,100 0.0302 82,100 0.0308

4
《关于晶科电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67,596,800 99.945
0 65,100 0.0243 82,100 0.0307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
润分配的议案》 267,616,200 99.952

2 75,700 0.0282 52,100 0.0196

6 《关于续聘 2020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267,626,800 99.956

2 65,100 0.0243 52,100 0.0195

7 《关于公司为高唐齐盛提
供担保的议案》 267,581,800 99.939

4 110,100 0.0411 52,100 0.0195

8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参股
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
案》

267,580,800 99.939
0 111,100 0.0414 52,100 0.0196

9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 >
的议案》 267,596,800 99.945

0 95,100 0.0355 52,100 0.0195

10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67,626,800 99.956

2 65,100 0.0243 52,100 0.0195

11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267,596,800 99.945

0 95,100 0.0355 52,100 0.0195

12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267,596,800 99.945

0 95,100 0.0355 52,100 0.0195

13 《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267,596,800 99.945

0 95,100 0.0355 52,100 0.0195

14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267,580,800 99.939

0 111,100 0.0414 52,100 0.0196

15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267,580,800 99.939

0 111,100 0.0414 52,100 0.0196

16.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 - - - - -

16.01
提名选举李仙德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267,577,410 99.937
7

16.02
提名选举陈康平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267,577,404 99.937
7

16.03
提名选举李仙华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267,572,405 99.935
9

16.04
提名选举胡建军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

267,568,404 99.934
4

16.05
提名选举白哲先生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267,568,404 99.934
4

16.06

提 名 选 举 Neil Edward
Johnson 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267,570,404 99.935
1

17.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 - - - -

17.01
提名选举丁松良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267,577,407 99.937
7

17.02
提名选举彭剑锋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267,577,404 99.937
7

17.03
提名选举韩洪灵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候选人

267,577,404 99.937
7

18.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 - - - - -

18.01
提名选举曹海云先生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

267,577,406 99.937
7

18.02
提名选举肖嬿珺女士为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候选人

267,587,404 99.941
5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第 7、8、9 项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
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半数以上通过。

2、议案 8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晶科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回避表决。
3、全部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邵鹤云、殷会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

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做出的股东大会
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四、备查文件目录
1、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法律意见书。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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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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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15 号（“中国尊”东 100 米）

ELION 亿利生态广场一号楼 19 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3,403,34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49.41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彪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大会采

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6 人，出席 6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52,688,841 99.9472 647,300 0.0478 67,200 0.0050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52,688,941 99.9472 647,300 0.0478 67,100 0.0050
3、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52,657,241 99.9448 678,900 0.0501 67,200 0.0051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52,688,841 99.9472 647,300 0.0478 67,200 0.0050
5、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52,688,841 99.9472 647,300 0.0478 67,200 0.0050
6、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52,715,441 99.9491 540,400 0.0399 147,500 0.0110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0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46,794,167 99.5116 6,363,574 0.4701 245,600 0.0183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352,522,441 99.9349 635,300 0.0469 245,600 0.0182
9、议案名称：关于分公司签署热电资产组经营租赁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337,374 89.8679 647,400 9.1805 67,100 0.951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0.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0.01 选举王文彪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1,352,197,048 99.9108 是

10.02 选举尹成国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1,352,198,050 99.9109 是

10.03 选举尹成国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董事 1,352,248,852 99.9146 是

1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1.01 选举苗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352,197,049 99.9108 是

11.02 选举章良忠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52,198,051 99.9109 是

11.03 选举萧端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352,248,944 99.9147 是

12.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2.01 选举杜美厚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1,351,875,348 99.8870 是

12.02 选举赵美树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监事 1,352,231,547 99.913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6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6,363,974 90.2451 540,400 7.6632 147,500 2.0917

7 关于预计 2020 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 442,700 6.2777 6,363,574 90.2394 245,600 3.4829

8
关于聘请公司 2020
年度审计及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6,170,974 87.5082 635,300 9.0089 245,600 3.4829

9
关于分公司签署热
电资产组经营租赁
合同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6,337,374 89.8679 647,400 9.1805 67,100 0.9516

10.01
选举王文彪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5,845,581 82.8940 - - - -

10.02
选举尹成国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5,846,583 82.9082 - - - -

10.03
选举王钟涛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5,897,385 83.6286 - - - -

11.01
选举苗军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5,845,582 82.8940 - - - -

11.02
选举章良忠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5,846,584 82.9082 - - - -

11.03
选举萧端女士为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5,897,477 83.6299 - - - -

12.01
选举杜美厚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

5,523,881 78.3321 - - - -

12.02
选举赵美树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监事

5,880,080 83.3832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5 为普通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议案 9 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该等议案

均已获得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议案 7 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议案 6、8-12 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开广、刘亚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证券代码：688006 证券简称：杭可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2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应收账款回款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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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对比克动力应收账款和存货风险的提示性公

告。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收到由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 200 万元融
信凭证，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深圳比克支付的由众泰汽车股份公司出具的
3,500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 其中，200 万元融信凭证已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到期，
3,500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已于 6 月 23 日付款期限届满， 上述融信凭证及商业承兑
汇票的出具方到期均未能支付款项。 由于预计到期无法兑付的风险较大且融信凭
证出具方不承诺或保证到期兑付， 公司在收到时未将该等商业承兑汇票和融信凭
证作为回款而终止确认相应应收账款， 故本次未能支付款项不会影响公司应收账
款余额。

公司将持续跟进比克电池的生产经营状况，积极追缴货款，并将在严格控制应
收账款风险敞口的前提下，与比克电池保持业务合作。 同时，公司将及时根据比克
电池的经营状况与偿付能力等因素，进一步评估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充分情况。 如
进一步提高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将对公司当期业绩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鉴于当前公司尚未对上述应收账款取得比克动力相应财产保全， 因比克动力
的实际偿债能力等因素，其可能存在无法及时还款的重大风险。

一、比克动力应收账款回款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披露了对比克动力应收账款和存货风险的提示性公

告。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了对比克动力应收账款的余额为 10,735.76 万元，

已计提坏账准备 8,588.60 万元，综合计提比例为 80%，此后公司对比克动力的应收
账款收款情况如下：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29 日， 公司累计收到比克电池电汇 19.00 万
元、银行承兑汇票 20 万元，对比克动力销售配件 19.88 万元。

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6 日收到由浙江众泰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出具的 200 万元
融信凭证， 于 2019 年 12 月 31 日收到深圳比克支付的由众泰汽车股份公司出具的
3,500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 其中，200 万元融信凭证已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到期，
3,500 万元商业承兑汇票已于 6 月 23 日付款期限届满， 上述融信凭证及商业承兑
汇票的出具方到期均未能支付款项。 由于预计到期无法兑付的风险较大且融信凭
证出具方不承诺或保证到期兑付， 公司在收到时未将该等商业承兑汇票和融信凭

证作为回款而终止确认相应应收账款， 故本次未能支付款项不会影响公司应收账
款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杭可科技”或“公
司”）对深圳市比克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称“深圳比克”）、郑州比克电池有限公
司（以下称“郑州比克”，深圳比克和郑州比克合称“比克动力”）的应收账款余额合
计 10,716.63 万元。 鉴于当前存在的回款风险，公司目前已对该部分应收账款计提
坏账准备 8,588.60 万元，综合计提比例达到 80%。

二、比克动力应收款项的后续催收措施
公司目前虽然已将比克电池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提高至 80%， 但仍

将继续积极通过上门催收、商务协商乃至诉讼保全等方式，追缴全部应收款项，保
障公司的合法权益。 后续公司将与比克动力洽谈应收账款回款计划及财产担保事
宜，以及正在履行的合同后续执行计划。 公司将通过以下方式最大程度的保障公司
权益：

（1）与比克动力洽谈切实可行的回款计划，目前尚无正式签署还款计划；
（2）取得比克动力及实际控制人等对上述债权的资产保全，包括且不限于资产

抵押、个人担保等；
（3）保留随时进行法律诉讼的权利，最大限度地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失或将损

失降到最低；
此外，公司将持续跟进比克电池的生产经营状况，积极追缴货款，并将在严格

控制应收账款风险敞口的前提下，与比克电池保持业务合作。 同时，公司将及时根
据比克电池的经营状况与偿付能力等因素， 进一步评估坏账准备计提比例的充分
情况。

三、相关应收账款风险因素提示说明
1、鉴于当前公司尚未对上述应收账款取得比克动力相应财产保全，因比克动

力的实际偿债能力等因素，其可能存在无法及时还款的重大风险。
2、 公司在 2019 年年报已将比克电池应收款项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提高至

80%，后续将根据比克动力回款情况以及经营状况与偿付能力等因素，综合评估应
收款项坏账准备的计提情况；如进一步提高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将对公司当期业绩
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应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杭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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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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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了 2019 年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
案》，完成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聘
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王文彪先生（董事长）、尹成国先生、王钟涛先生
独立董事：苗军先生、章良忠先生、萧端女士
二、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
战略委员会：王文彪先生（主任委员）、尹成国先生、萧端女士
提名委员会：苗军先生（主任委员）、王钟涛先生、萧端女士
审计委员会：章良忠先生（主任委员）、尹成国先生、苗军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萧端女士（主任委员）、王文彪先生、章良忠先生
三、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成员：杜美厚先生（监事会主席）、赵美树先生、张炜先生（职工代表监

事）
四、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经理：王钟涛先生
副总经理：姜勇先生、王维韬先生、侯菁慧女士
董事会秘书：侯菁慧女士
财务总监：张艳梅女士
上述人员任期自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八届监事

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由于章良忠先生任期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苗
军任期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的分别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公司届时将根据
相关制度规定，在章良忠先生、苗军先生各自任期到期前选举新任独立董事，并相
应变更上述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 除此外，以上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相关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附件：个人简历
一、第八届董事会成员
1.王文彪先生：男，汉族，1959 年 12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

师。 2001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05 年荣获国家“国土绿化突出贡献人物”
奖，2007 年当选第十届全国工商联副主席，2008 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2 年荣获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奖”，2013 年当选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2013
年荣获联合国“全球治沙领导者奖”，2015 年荣获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组织
（UNCCD）“土地生命奖”，2015 年荣获申办 2022 年冬奥会突出贡献奖 ,2017 年荣获
联合国“地球卫士终身成就奖”。 现任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尹成国先生：男，蒙古族，1965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交通大学和北京
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EMBA，高级经济师，高级会计师。 全国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
员会委员、内蒙古工商联第十二届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内蒙古沙漠生态保护促进会
会长，内蒙古财经大学 MBA 兼职导师。 1999 年加入亿利集团，1999 年至 2018 年期
间，先后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董事长等职务。现任亿利资源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3.王钟涛先生：男，汉族，中共党员，1971 年出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工程师、经济师，内蒙古高层次人才，内蒙古生态文化促进会秘书长。1992 年加
入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任职于亿利集团监察部、亿利药业分公司、亿利资
源沙产业集团等公司，2013 年至 2019 年 10 月先后担任亿利燃气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4.苗军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 1970 年 8 月出生，大学本科，经济师。 曾任河
南工行支行信贷科长、上海银行北京分行信贷分部副总经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
京分行信贷分部副总经理、杭州银行北京分行业务部总经理、白云控股集团任金融
资本中心总经理；现任北京源泰财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亿利洁能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5.章良忠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1969 年 7 月出生。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
士，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浙
江省内部审计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上市公司协会财务总监专业委员会常委。 历任
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600776)财务部总经理，
普天东方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总经理， 信雅达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600571)财务总监，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00270)副董事长、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财务总监等职务，杭州中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
人，现任浙江杭开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600671）、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6.萧端女士：女，中国国籍，汉族，1958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暨
南大学金融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资本市场、企业投融资、公司治
理。 兼任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544，自 2018 年 6 月起至今)、亿利洁能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二、第八届监事会成员
1.杜美厚先生：男，中国国籍，1963 年 1 月出生，大学本科。 历任杭锦旗盐场副

厂长、伊克昭盟亿利化工建材（集团）公司亿达分公司副经理、亿利化工建材（集团）
公司副总裁、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亿利资源集团执行董事、 亿利燃气股份公司董事长。 现任亿利资源集团监事会主
席、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赵美树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 1960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曾
任内蒙古杭锦旗医院外科主任、院长，亿利资源集团行政总监。 现任亿利资源集团
监事、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3.张炜先生：男，中国国籍，汉族。 1981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 曾任
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管理部经理， 现任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三、除董事兼任外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1.姜勇，男，中国国籍，汉族。 1968 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工程

师。 曾任利川化工车间主任、利欣化工总经理，亿利资源集团氯化苯项目公辅工程
负责人，亿利化学安全环保部部长、公司副总经理、洁能投资执行董事、亿利化学总
经理等。 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总经
理。

2.王维韬，男，1985 年 10 月出生，大学本科。 历任亿利资源集团战略投行中心
投行部项目经理、香港摩根大通见习投行经理、香港华润集团项目经理、亿利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亿利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亿利金融控股（上海）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 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3.� 侯菁慧，女,汉族，1978 年 6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历任中华财务咨
询有限公司业务管理部项目经理、 评估部高级经理，2010 年至 2016 年任北京京能
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H 股） 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与资本运营部）副主任、主
任、同时兼任 CDM� 部（清洁能源发展机制部）主任，亿利资源集团绿能源事业群
投资发展中心总经理。 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4.张艳梅，女,蒙古族，1975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北京大学光华
管理学院 EMBA 在读， 具有高级会计师、ACCA 中文财务管理证书、 澳大利亚 IFA
等职称。 1999 年 7 月进入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先后任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
公司总账会计、财务经理、财务资深经理、审计部经理；亿利资源集团高管、总会计
师。 现任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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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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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市朝阳
区光华路 15 号亿利生态广场一号楼 19 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6 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6 人，公司部分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王文彪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文彪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

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王文彪先生、董事尹成国先生、独立董事萧端女士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其中王文彪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
人）。

同意选举董事王钟涛先生、 独立董事萧端女士和独立董事苗军先生为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苗军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同意选举董事尹成国先生、 独立董事苗军先生和独立董事章良忠先生担任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其中独立董事章良忠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召集人）。

同意选举董事王文彪先生、 独立董事章良忠先生和独立董事萧端女士为董事
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其中萧端女士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召集人）。

章良忠先生任期至 2022 年 8 月 10 日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苗军任期
至 2021 年 5 月 28 日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满六年， 公司届时将根据相关制度规
定，在章良忠先生、苗军先生各自任期到期前选举新任独立董事，并相应变更上述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成员。 除此外，以上其他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钟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侯菁慧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

同。
侯菁慧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中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在本次董
事会会议召开之前， 侯菁慧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姜勇先生、王维韬先生、侯菁慧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艳梅女

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原公司副总经理刘强先生、赵冬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职务，仍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2020-054）详见 2020 年 6 月 30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