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7-096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年11月24日，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威华股份”）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63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公司董事会高度重

视，并已按照《问询函》中的要求，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和说明，

具体回复如下： 

2017 年 11月 22 日，公司披露公告称，你公司以自有资金 8,000 万元人民币收购

射洪县致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致远实业”）、姚开林、董旭等 10 名股东

合计持有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锂业”）30%股权；并受托管理控股

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盛屯聚源锂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源锂能”）的全资子公司河源市瑞盛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

盛锂业”）。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公司就以下事项做出补充披露： 

（1）请补充披露致远实业及其主要股东、致远锂业其余 9 名股东与你公司及控股

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有，请补充说明。 

【回复说明】 

致远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王建 1980 28.29% 

王华 1900 27.14% 

王雨荷 1485 21.21% 

王霄鹏 1425 20.36% 

瞿林杉 90 1.29% 

瞿均 120 1.71% 

合计 7000 100.00% 

经核查致远实业投资的企业及致远实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6名自然人

股东的任职情况，姚开林、董旭等其他 9名致远锂业股东的任职情况，以及公司投资的



 

企业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东的任职情况，盛屯集团投资的企业及

盛屯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东的任职情况，未发现致远实业及其主要

股东、致远锂业其余 9名股东与公司及盛屯集团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2）根据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致远锂业的净资产为 7,055.91 万

人民币。请结合致远锂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补充披露收购致远锂业 30%少数股权的

必要性、交易定价依据及其合理性，并进一步说明本次收购对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

的影响、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回复说明】 

一、公司收购致远锂业 30%少数股权的必要性、交易定价依据及其合理性 

2017 年 11 月，随着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完成，非公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及时按

照非公开发行方案对致远锂业增资到 70%。少数股东基于其自身财务安排和个人意愿，

有意愿出售其持有的致远锂业 30%的少数股权。公司坚定看好新能源行业以及致远锂业

的发展前景，也愿意收购上述少数股权。经与少数股东沟通协商，公司决定收购前述少

数股权。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7 年 11 月 20 日出具广会审字

[2017]G17035190025 号《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 2017 年 1-10 月审计报告》，截止到

2017 年 10月 31日，致远锂业的净资产为 70,559,080.57元人民币。 

另外，截至 2017年 10月，致远锂业的注册资本为 8,200万元。前述少数股东于公

司首次对其增资 4,200万元前，已经足额缴纳了 4,000万元注册资本。 

本次交易的价格是在参考前述审计的结果、注册资本以及考虑公司未来成长性的基

础上，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为 8,000 万元人民币。 

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国家及地方正在全力积极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公司

坚定看好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发展前景以及巨大的发展空间。致远锂业是公司转型新能源

行业的核心和关键子公司，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和盈利能力至关重要。截至目前，致远锂

业年产 4 万吨锂盐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首条生产线预计 2018 年初进入试生产阶段，

2018 年即将为公司创造效益。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三次修订稿）》，致远锂业达产后年平均年收入 22.22亿元，年净利润 2.47亿元。

而根据目前电池级锂盐的行情，致远锂业达产后的利润将高于募投报告的测算。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收购致远锂业 30%少数股权，有利于加快公司新能源业务的发



 

展，同时本次交易定价公允，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本次收购对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的影响、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交易的目标公司为公司原有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新的投资风险，股权收购完成

后，更有利于推动公司新能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不

会导致公司合并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3）你公司控股股东盛屯集团亦为上市公司盛屯矿业（600711）控股股东，请结

合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主要客户等补充披露盛屯矿业与你公司及子公司是

否存在同业竞争，并补充披露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如存在，请说明解决措施，以及是否违反相关承诺。 

【回复说明】 

一、盛屯矿业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盛屯矿业的经营范围为“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

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银现货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智能高新技术

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

外）”。盛屯矿业主要从事有色金属行业，围绕着有色金属行业开展了矿采选业务、金

属贸易业务和金属产业链增值服务。其中矿采选业务主要生产锌、铅、铜、钨、锡、金、

银等各类精矿；金属贸易业务主要是为有色金属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提供矿产品原材料、

金属产成品等购销服务；金属产业链增值服务业务主要是为金属产业链企业提供地质勘

探、资源价值评估、原料代采、品质检验、库存管理、价格管理等服务。盛屯矿业主要

客户为冶炼厂及贸易商。 

公司经营范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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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家私、木材、木制品加工、销售；造林工程设计，

林木种植。碳酸锂、氢氧化锂、氯化锂等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稀土氧化物综合回收利

用，稀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开发、

项目投资和产业化运作”。公司（含子公司）主要业务为中（高）密度纤维板的生产与

销售、林木种植与销售、稀土和锂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中（高）密度纤维

板、林木产品、稀土和锂盐产品。公司主要客户为家具企业及稀土材料加工企业。 



 

综上，公司（含子公司）与盛屯矿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 

1、盛屯集团控制的一级公司情况 

除威华股份外，盛屯集团控制的一级公司具体如下： 

编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说明 

1 
福建省盛屯贸易有限公

司 
17,000 

盛屯集团持股 70.5882%、

盛屯控股持股 29.4118% 

目前从事钨金属贸

易 

2 
深圳市盛屯稀有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20,000 

盛屯集团持股 90%，深圳

市盛屯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 10% 
贸易型公司，目前

从事电解镍的销售 

3 
深圳市盛屯金融控股有

限公司 
20,000 盛屯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股权投资型公司，

目前无实质生产经

营活动 

4 四川冕宁矿业有限公司 22,000 盛屯集团持股 55% 
目前无实质生产经

营活动 

5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46,215 盛屯集团持股 58.4226% 锌、锗冶炼 

6 
深圳市盛屯小额贷款有

限公司 
30,000 盛屯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小额贷款 

7 南京瑞高实业有限公司 1,500 盛屯集团持股 58.20% 
目前无实质生产经

营活动 

8 
深圳盛屯聚源锂能有限

公司（注 1） 
10,000 盛屯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盛屯集团通过聚源

锂能间接控制了奥

伊诺矿业。聚源锂

能自身无实质生产

经营活动 

9 

盛屯矿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盛屯矿业”，

证券代码 600711） 

149,705.23

05 

盛屯集团持股 15.74%，姚

雄杰直接持股 5.43%，姚

雄杰通过金鹰基金盛屯 2

号资产管理计划持有

1.26%，以上合计比例为

22.43%。 

盛屯矿业从事铜、

铅、锌、金、银、

钨、锡等矿产品采

选以及金属产业链

增值业务 

10 
四川省同华科技有限公

司 
2,191.84 盛屯集团持股 51.46% 

动力电池组集成系

统等软硬件的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 

11 
深圳盛泰丰投资有限公

司 
1,000 盛屯集团持有 93% 

2017 年 3 月成立，

尚未开展实质经营

活动 

12 
四川朗晟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3,000 盛屯集团持股 80% 

2017 年 5 月成立，

尚未开展实质经营

活动 



 

13 
深圳市瑞盛新能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 
5,000 盛屯集团之全资子公司 

2017 年 11月 18 日

成立，尚未开展实

质经营活动 

注 1：深圳盛屯聚源锂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经营范围为“锂矿项目的投资”。聚源

锂能成立至今收入为零，其主要资产即为持有奥伊诺矿业的股权，未有实质经营活动。盛屯集团通

过聚源锂能间接控制了奥伊诺矿业。奥伊诺矿业即为盛屯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姚雄杰在非公开发行

时承诺，在其取得采矿权证且开采出符合致远锂业需要的原料时，无条件同意由威华股份按照公允

方式收购。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披露的《公司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补充反馈意见的回复（二）》。 

2、盛屯集团控制的二级及以下公司情况 

编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说明 

1 
厦门方联计算机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 
1,500 

福建省盛屯贸易有

限公司持股 99.33% 

目前无实质生产经营活

动 

2 
深圳市盛金创富互联网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 
10,000 

深圳市盛屯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 

目前无实质生产经营活

动 

3 汉源四环锌锗科技有限公司 27,755.72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100% 
锌冶炼 

4 四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10,000 
四环锌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持股 100% 

目前无实质生产经营活

动 

5 
连云港赣榆亿家圆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800 

南京瑞高实业有限

公司持股 90% 

目前无实质生产经营活

动 

6 四川盛屯锂业有限公司 9,000 
深圳盛屯聚源锂能

有限公司持股 60% 

除持有金川奥伊诺矿业

有限公司股权外，目前无

实质生产经营活动 

7 金川奥伊诺矿业有限公司 19,000 
四川盛屯锂业有限

公司持股 75% 

目前无实质生产经营活

动，正处于采矿证办理过

程中，拟从事锂矿开采。 

8 成都电冶有限责任公司 1,126.515 
深圳市盛屯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持股 60% 
电解镍的生产、销售 

9 
成都三精再生有色金属有限

公司 
8,880 

成都电冶有限责任

公司持股 100% 

有色金属、化工产品的生

产加工、销售。 

 

经核查上述公司的相关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除盛屯矿业外的其他企业也不

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4）根据公告，你公司托管瑞盛锂业，对其全权管理并承担相应风险/收益，从而

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请补充披露该交易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说明】 

瑞盛锂业拟进口海外锂矿石并选矿产出锂精矿，并将产出的锂精矿全部供给致远锂

业。公司对瑞盛锂业进行全权托管并承担相应风险/收益，一方面避免了公司与控股股



 

东发生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托管，保障上市公

司生产经营。 

公司已将该托管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托管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

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瑞盛锂业的资产情况和协议约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公司托管瑞盛

锂业未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规定相违背，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交易合法

合规。  

 

（5）聚源锂能为控股股东盛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托管构成关联交易。请补

充披露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相关董事是否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是否违反

《公司法》等法律规范以及你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并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需

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回复说明】 

经核查，在本次关联交易中，公司董事张江峰、周祎属于关联董事，在公司董事会

审议该事项时应回避表决。公司将披露董事会决议的更正公告，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的表决结果予以更正，更正后的表决结果不影响该事项获得董事会的通过。公司对

此更正事项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公司治理工作和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公

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 

截至 2017年 10月 31日，瑞盛锂业总资产为 6,683,259.00 元，负债为 6,844,707.03 

元，所有者权益为-161,448.03 元。2017 年 1-10 月，瑞盛锂业营业收入为 0，净利润

为-161,448.03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瑞盛锂业的资产情况以及协议约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

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托管瑞盛锂业后，对其全权管理并承担承担相应风险/收益，请结合瑞盛

锂业目前经营、主要业务等补充披露可能给公司带来风险及应对措施。 

【回复说明】 

瑞盛锂业成立于 2017年 9月 19日，主要业务为加工、销售锂矿等矿产品。截至目

前，瑞盛锂业尚未开展业务。公司全权托管瑞盛锂业后，将取得其经营管理权、财务决

策权、人事安排权、市场经营权等，公司对瑞盛锂业具有绝对控制权，公司将其并入合



 

并报表范围。 

聚源锂能和瑞盛锂业保证瑞盛锂业的经营资产不存在其他或有债务或责任，亦不附

带有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或其它担保权益，并承诺经营的资产符合国家、行业的有关

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生产经营资质健全，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由聚源锂能及瑞盛

锂业对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公司认为托管瑞盛锂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

重大影响。 

托管期间，公司可能通过瑞盛锂业进行大额境外采购，公司将面临一定的汇率风险，

还可能面临安全生产等经营风险。公司将通过各种方式减少汇率波动对利润的影响，努

力做好瑞盛锂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项工作，尽可能降低生产经营可能给公司带来的

风险。 

 

（7）《托管协议》约定，托管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请公

司补充披露托管期限届满后进一步安排或计划。 

【回复说明】 

公司托管瑞盛锂业主要是因为致远锂业预计 2018 年初进入试生产阶段，而奥伊诺

矿业目前尚无法满足致远锂业的原料需求，为保证致远锂业的前期原料供应，公司通过

瑞盛锂业进口海外锂矿石并选矿产出锂精矿，并将产出的锂精矿全部供给致远锂业。 

根据公司与聚源锂能、瑞盛锂业签署的《托管协议》，托管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

起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止。到期如各方无异议则本协议自动延续。公司可视其具体情

况单方面决定终止托管，但需提前一个月告知聚源锂能和瑞盛锂业。 

若奥伊诺矿业在托管协议到期前取得采矿权证并开采出符合致远锂业需要的原料，

公司可单方面提前终止托管协议，同时公司将收购奥伊诺矿业，由奥伊诺矿业向致远锂

业提供锂辉石原材料。 

若奥伊诺矿业在托管协议到期前仍无法取得采矿权证，则公司将视其他原料来源的

取得情况，决定对瑞盛锂业的托管期限。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2017年11月22日，公司披露公告称，你公司以自有资金8,000万元人民币收购射洪县致远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致远实业”）、姚开林、董旭等10名股东合计持有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锂业”）30%股权；并受托管理控股股东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屯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盛屯聚源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源锂能”）的全资子公司河源市瑞盛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盛锂业”）。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公司就以下事项做出补充披露：
	（1）请补充披露致远实业及其主要股东、致远锂业其余9名股东与你公司及控股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如有，请补充说明。
	【回复说明】
	致远实业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致远实业投资的企业及致远实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6名自然人股东的任职情况，姚开林、董旭等其他9名致远锂业股东的任职情况，以及公司投资的企业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东的任职情况，盛屯集团投资的企业及盛屯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主要股东的任职情况，未发现致远实业及其主要股东、致远锂业其余9名股东与公司及盛屯集团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形。
	（2）根据审计报告，截至2017年10月31日，致远锂业的净资产为7,055.91万人民币。请结合致远锂业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补充披露收购致远锂业30%少数股权的必要性、交易定价依据及其合理性，并进一步说明本次收购对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的影响、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回复说明】
	一、公司收购致远锂业30%少数股权的必要性、交易定价依据及其合理性
	2017年11月，随着公司非公开发行的完成，非公开募集资金的到位，公司及时按照非公开发行方案对致远锂业增资到70%。少数股东基于其自身财务安排和个人意愿，有意愿出售其持有的致远锂业30%的少数股权。公司坚定看好新能源行业以及致远锂业的发展前景，也愿意收购上述少数股权。经与少数股东沟通协商，公司决定收购前述少数股权。
	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7年11月20日出具广会审字[2017]G17035190025号《四川致远锂业有限公司2017年1-10月审计报告》，截止到2017年10月31日，致远锂业的净资产为70,559,080.57元人民币。
	另外，截至2017年10月，致远锂业的注册资本为8,200万元。前述少数股东于公司首次对其增资4,200万元前，已经足额缴纳了4,000万元注册资本。
	本次交易的价格是在参考前述审计的结果、注册资本以及考虑公司未来成长性的基础上，并经双方协商确定为8,000万元人民币。
	新能源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国家及地方正在全力积极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公司坚定看好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发展前景以及巨大的发展空间。致远锂业是公司转型新能源行业的核心和关键子公司，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和盈利能力至关重要。截至目前，致远锂业年产4万吨锂盐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首条生产线预计2018年初进入试生产阶段，2018年即将为公司创造效益。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三次修订稿）》，致远锂业达产后年平均年收入22.22亿元，年净利润2.47亿元。而根据目前电池级锂盐的行情，致远锂...
	综上，公司认为公司收购致远锂业30%少数股权，有利于加快公司新能源业务的发展，同时本次交易定价公允，有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二、本次收购对公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的影响、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3）你公司控股股东盛屯集团亦为上市公司盛屯矿业（600711）控股股东，请结合经营范围、主营业务、主要产品、主要客户等补充披露盛屯矿业与你公司及子公司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并补充披露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是否存在同业竞争情形，如存在，请说明解决措施，以及是否违反相关承诺。
	【回复说明】
	一、盛屯矿业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盛屯矿业的经营范围为“对矿山、矿山工程建设业的投资与管理；批发零售矿产品、有色金属；黄金和白银现货销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信息咨询；智能高新技术产品的销售、服务；接受委托经营管理资产和股权；投资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盛屯矿业主要从事有色金属行业，围绕着有色金属行业开展了矿采选业务、金属贸易业务和金属产业链增值服务。其中矿采选业务主要生产锌、铅、铜、钨、锡、金、银等各类精矿；金属贸易业务主要是为有色金属产业...
	公司经营范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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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板、家私、木材、木制品加工、销售；造林工程设计，林木种植。碳酸锂、氢氧化锂、氯化锂等锂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稀土氧化物综合回收利用，稀土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新能源、新材料的技术开发、项目投资和产业化运作”。公司（含子公司）主要业务为中（高）密度纤维板的生产与销售、林木种植与销售、稀土和锂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为中（高）密度纤维板、林木产品、稀土和锂盐产品。公司主要客户为家具...
	综上，公司（含子公司）与盛屯矿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企业如下：
	经核查上述公司的相关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控制的除盛屯矿业外的其他企业也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形。
	（4）根据公告，你公司托管瑞盛锂业，对其全权管理并承担相应风险/收益，从而避免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请补充披露该交易是否合法合规。
	【回复说明】
	瑞盛锂业拟进口海外锂矿石并选矿产出锂精矿，并将产出的锂精矿全部供给致远锂业。公司对瑞盛锂业进行全权托管并承担相应风险/收益，一方面避免了公司与控股股东发生关联交易，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托管，保障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公司已将该托管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托管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瑞盛锂业的资产情况和协议约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因此，公司托管瑞盛锂业未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规定相违背，且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本次交易合法合规。
	（5）聚源锂能为控股股东盛屯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托管构成关联交易。请补充披露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相关董事是否需要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是否违反《公司法》等法律规范以及你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并请补充披露本次交易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回复说明】
	经核查，在本次关联交易中，公司董事张江峰、周祎属于关联董事，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应回避表决。公司将披露董事会决议的更正公告，对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予以更正，更正后的表决结果不影响该事项获得董事会的通过。公司对此更正事项深表歉意，今后公司将加强公司治理工作和信息披露管理工作，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质量。
	截至2017年10月31日，瑞盛锂业总资产为6,683,259.00 元，负债为6,844,707.03 元，所有者权益为-161,448.03 元。2017年1-10月，瑞盛锂业营业收入为0，净利润为-161,448.03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根据瑞盛锂业的资产情况以及协议约定，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公司托管瑞盛锂业后，对其全权管理并承担承担相应风险/收益，请结合瑞盛锂业目前经营、主要业务等补充披露可能给公司带来风险及应对措施。
	【回复说明】
	瑞盛锂业成立于2017年9月19日，主要业务为加工、销售锂矿等矿产品。截至目前，瑞盛锂业尚未开展业务。公司全权托管瑞盛锂业后，将取得其经营管理权、财务决策权、人事安排权、市场经营权等，公司对瑞盛锂业具有绝对控制权，公司将其并入合并报表范围。
	聚源锂能和瑞盛锂业保证瑞盛锂业的经营资产不存在其他或有债务或责任，亦不附带有任何抵押、质押、留置或其它担保权益，并承诺经营的资产符合国家、行业的有关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生产经营资质健全，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且由聚源锂能及瑞盛锂业对违约责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公司认为托管瑞盛锂业不会对公司的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托管期间，公司可能通过瑞盛锂业进行大额境外采购，公司将面临一定的汇率风险，还可能面临安全生产等经营风险。公司将通过各种方式减少汇率波动对利润的影响，努力做好瑞盛锂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等各项工作，尽可能降低生产经营可能给公司带来的风险。
	（7）《托管协议》约定，托管期限为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请公司补充披露托管期限届满后进一步安排或计划。
	【回复说明】
	根据公司与聚源锂能、瑞盛锂业签署的《托管协议》，托管期限为自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到期如各方无异议则本协议自动延续。公司可视其具体情况单方面决定终止托管，但需提前一个月告知聚源锂能和瑞盛锂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