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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 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16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9 月 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

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 会议地点：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 楼墨尔本会议

室 

三、 主持人：Hong Daniel 

四、 会议议程： 

（一） 主持人报告现场参会人数、代表股数，介绍会议出席人员，

介绍律师事务所及见证律师。 

（二） 主持人提议监票人、计票人与记录人； 

（三）股东逐条审议议案： 

1 关于变更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

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5.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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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各项议案投票表决 

（五）监票人、计票人统计表决情况 

（六）主持人宣布表决结果 

（七）签署、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八）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签署会议记录、 决

议 

（十）主持人宣布会议结束 

 

 

 

 

 

 

 

 

 

 

 

 

 

  

5.01 关于选举方蓉闽女士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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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变更 2019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原审计团队离开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并加入华普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华普天健”），并且华普天健已更名为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保障业务与服务的延续性，公司拟变更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自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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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厦门）新能源工程有限公

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发展及资金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清源易捷（厦

门）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源易捷”） 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4,800 万元综合授信，公司为清源易捷上述授信

提供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800 万元综合授信额 

3、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一年 

4、保证范围：由公司与授信银行通过合同进行约定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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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董事： 

为促进海外子公司业务发展，提升子公司履约能力，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清

源国际（香港）有限公司（Clenergy International (HK) Limited）拟于近日与中电

建国际贸易服务有限公司签订光伏组件采购合同，合同总价不超过 1,525 万欧元

（具体金额以实际签署的采购合同为准），由公司为其履行该采购合同项下的付

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的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金额：不超过 1,525 万欧元 

3、担保期限：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4、保证范围：由合同双方在协议中进行约定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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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交易概述 

为拓宽公司融资渠道，盘活公司现有资产，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公司控股子

公司单县清源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单县清源”）拟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租赁”）以售后回租方式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融资总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公司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同时公司拟将持有的单县清

源 95%股权质押给平安租赁，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为租赁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平安国际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03 月 16 日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乐山道 200 号铭海中心 2 号楼-5、

6-802 

法定代表人：方蔚豪 

注册资本：1,040,0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

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

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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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单县清源新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07 月 04 日 

注册地址：山东菏泽单县黄岗镇镇政府院内 

法定代表人：王小明 

注册资本：2,000.00 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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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太阳能电站项目筹建；太阳能电站维护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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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状况：截止 2019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资产总额为

106,309,430.84 元，净资产为 22,147,079.63 元，流动负债合计为 84,162,351.21

元，负债总额为 84,162,351.21 元，2019 年 1－6 月营业收入为 6,286,869.70 元，

净利润为 674,076.38 元。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单县清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单县清源 95%

股权，国家能源集团山东电力有限公司、山东英大新能源工程有限公司各持有单

县清源 2.5%股权。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本次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交易标的为单县清源拥有的光伏组件等设备。 

2、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

也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任何妨碍其权属转移

的其他情况。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融资总金额：不超过 5,000 万元 

2、租赁方式：售后回租 

3、租赁期限：自起租之日起八年 

公司目前尚未签订上述融资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仍需交易对方相关部门

审核同意，若融资租赁合同被交易对方内部审核否决，则存在上述融资租赁交易

取消的风险。 

六、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公司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公司拟将持

有的单县清源 95%股权质押给平安租赁，为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2、担保范围：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主债务。包括租金、利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和

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3、担保期限：租赁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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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易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融资租赁业务的开展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资金使用率。开展

融资租赁业务不影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用于融资租赁的相关光伏组件的正常

使用，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影响。该项融资租赁的风险是

可控的。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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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控股股

东 Hong Daniel 先生提名方蓉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由公司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对方蓉闽女士进行资格审查后作出同意提名的建议，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方蓉闽女

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见附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及交易所相关规定。任期自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核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以上议案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附件：方蓉闽女士简历 

方蓉闽女士，1970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厦门大学

金融学本科学历，会计师。2010 年 5 月至 2013 年 3 月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市分行计划财会部总经理助理，2013 年 4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计划财会部副总经理，2016 年 3 月至 2017 年 3 月

任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自贸区业务管理部总经理。2017 年 3

月加入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职位，2017 年 9 月至今

任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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