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17-102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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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
议于 2017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3:00 在公司一号会议室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以电子邮件、专人送达和传真等书面
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孙毅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 9 人，实出席董事 9 人，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200 万千米超
精细金刚线项目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董事会认为，为充分发挥全资子公司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新材”）团队在生产技术和管理等全方面的经验，充分
利用现有闲置固定资产，加快公司战略转型步伐，同意易成新材新建年产 200 万
千米超精细金刚线项目，本产品用于光伏及晶体材料等超硬脆材料切割，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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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将有助于优化公司的产品结构，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年产 200 万千米超精细金刚线项目
2.项目承办单位：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3.建设地址：河南省平顶山
4.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通过改造原有生产碳化硅微粉的厂房，进行现代化、
绿色、智能、数字化超精细金刚线生产线工艺布局，利用原有项目建筑面积 9270
㎡，项目建设期预计 6 个月。
5.项目投资及效益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为 22591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为 21145 万元，铺底流动
资金为 1446 万元。项目固定资产投资 21145 万元：其中，新增建设投资 19497
万元全部由企业自筹，利用原有固定资产 1648 万元。
项目建成达产后，实现含税营业收入 32000 万元，不含税营业收入 27350 万
元，税金及附加 351 万元、增值税 2695 万元。项目达产年利润总额为 4291 万元；
项目投资的盈利性指标较好，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前）为 33.42%，项目投资
回收期（税前）3.98 年（含建设期）。
《关于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200 万千米超精细金刚线项目的
公告》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
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00 吨超细银
粉生产项目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董事会认为，超细银粉广泛应用于太阳能电池电极材料、
微电子工业、集成电路及元器件、医疗抗菌等工业领域。全资子公司平顶山易成
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成新材”）充分利用现有闲置固定资产，新建年
产 100 吨超细银粉生产项目，能够完善公司产品链条，加强企业技术经验积累和
技术储备，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对市场的适应能力。
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年产 100 吨超细银粉生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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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项目承办单位：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
3.建设地址：平顶山市高新技术开发区
4.项目建设内容：本项目利用原有厂房进行改造，按现代化生产的理念和要
求整体策划，按节能减排、循环经济、清洁生产、数字化、智慧化工厂等全新理
念进行优化设计，利用原有厂房建筑面积 3500 ㎡，项目建设期预计 6 个月。
5.项目投资及效益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铺底流动资金）3887 万元。项目固定资产投
资 3025 万元，其中：新增固定资产 2675 万元（全部由企业自筹），利用原有固
定资产 350 万元。
项目建成达产后，实现含税营业收入 48000 万元，不含税营业收入 41026 万
元，税金及附加 156 万元、增值税 1298 万元。项目达产年利润总额为 1015 万元；
项目投资的盈利性指标较好，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前）为 20.35%，项目投资
回收期（税前）6.21 年（含建设期）。
《关于平顶山易成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00 吨超细银粉生产项目的公
告》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
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同意新增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具体
情况如下：
关联方名称
平顶山三基炭素
有限责任公司

2017 年度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关联交易内容
原预计额度
新增预计额度
销售商品

不超过 2000 万元

不超过 2000 万元

合计
不超过 4000 万元

《关于增加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独立董事关于第
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关联董事孙毅、于泽阳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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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 10MW 厂房屋顶太阳
能光伏电站项目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讨论，董事会认为，公司利用闲置的厂房屋顶建设光伏并网发电
站项目，既能充分利用闲置的资源和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又能给公司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名称：10MW 厂房屋顶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
2.项目单位：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3.项目地点：开封市精细化工产业园区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厂
房屋顶
4.项目启动时间：2017 年 12 月
5.项目建设内容：利用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尚未利用的约 16 万平
方米钢结构厂房屋顶，新建装机容量 10MW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建成后，采用
“自发自用、余额上网”模式运营。
6.项目投资及效益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不超过 9500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与库存组件，电
站建成并网后 25 年运营周期的自由现金流 FCF 测算的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7.69%，
项目投资回收期为 9.2 年。整个投资周期预计实现净利润总额为 1.1 亿元（预计
年均实现净利润 456 万元）。
本项目的施工安装单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
《关于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 10MW 厂房屋顶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
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
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关联董事左涛、宋中学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应收债权抵偿
公司债务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沐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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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将处置的河南倚韵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倚韵通途”）电
站资产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盛新材”）
用于抵偿所欠公司光伏组件款。拟用于抵偿所欠公司光伏组件款的具体明细如
下：
1.倚韵通途持有的许昌华晶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许昌华晶”）
100%股权（该项目公司名下的资产为 7.00MW 光伏电站）。
2.倚韵通途持有的洛宁华鑫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洛宁华鑫”）
100%股权（该项目公司名下的资产为 5.90MW 光伏电站）
3.倚韵通途持有的遂平县华鑫新能源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遂平华
鑫”）100%股权（该项目公司名下的资产为 4.42MW 光伏电站）
4.倚韵通途持有的郑州华恒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华恒”）
100%股权（该项目公司名下的资产为 1.54MW 光伏电站）
5.倚韵通途位于本公司八车间屋顶 1.12MW 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全部资产（备
案项目编号：豫汴化工能源[2016]21856 号）
上述项目均已建成且并网发电，经三方协商一致并确认，上述全部股权及资
产对应的光伏电站资产为 19.98MW，交易单价将不超过 7.8 元/W，交易总价将不
超过 15584 万元，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公司聘请的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为准。
《关于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应收债权抵偿公司债务的公
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
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关联董事左涛、宋中学回避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
供担保的议案》
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锐新”）根据业务开展需求，
拟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重安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申请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期限 3 年。租赁合同期内恒锐新按照
约定向重安租赁分期支付租金。公司拟为其上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的所有债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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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3 年，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担保范围包括全
部租金及其他应付款项）。
《关于为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于同日
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因恒锐新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华融金融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暨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隆基”）根据业务开展需求，
拟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租赁”）
申请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3 亿元，期限 3 年。由中国平煤
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供保证担
保。平煤隆基拟与华融租赁、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就租赁物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
赁合同期内平煤隆基按照约定向华融租赁分期支付租金。保证担保的范围以三方
协议约定为准。
《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
资暨接受关联担保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
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
的公告。
关联董事孙毅、于泽阳、江泳回避表决。本次担保方式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提供保证担保,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经开租赁有限
公司融资暨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隆基”）根据业务开展需求，
拟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经开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开租赁”）申请融
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期限 3 年。由中国平煤神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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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供保证担保。平
煤隆基拟与经开租赁、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就租赁物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同
期内平煤隆基按照约定向经开租赁分期支付租金。保证担保的范围以三方协议约
定为准。
《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经开租赁有限公司融资暨接受
关联担保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
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
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关联董事孙毅、于泽阳、江泳回避表决。本次担保方式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提供保证担保,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河北省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融资暨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隆基”）根据业务开展需求，
拟以“售后回租”的方式向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金租”）
申请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 亿元，期限 4 年。由中国平煤神
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提供保证担保。
平煤隆基拟与河北金租、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就租赁物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合
同期内平煤隆基按照约定向河北金租分期支付租金。保证担保的范围以三方协议
约定为准。
《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融资
暨接受关联担保的公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及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
的公告。
关联董事孙毅、于泽阳、江泳回避表决。本次担保方式为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提供保证担保,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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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定于 2017 年 12 月 27 日上午 9：30 在公司一号会议室以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以下事项：
1.审议《关于增加 2017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2.审议《关于开封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建 10MW 厂房屋顶太阳能光伏电站
项目的议案》；
3.审议《关于河南华沐通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应收债权抵偿公司债务的
议案》；
4.审议《关于为开封恒锐新金刚石制品有限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
案》；
5.审议《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华融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
司融资暨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6.审议《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经开租赁有限公司融资暨
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7.审议《关于平煤隆基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通过河北省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融资暨接受关联担保的议案》；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媒体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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