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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0           证券简称：易成新能        公告编号：2021-010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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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 2021年 2月 7日上午 9: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2021 年 2 月 4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和微信等方式送达

至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安乐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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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实出席董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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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取消收购河南平煤国能锂电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

案》； 

河南平煤国能锂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煤锂电”）股东北京国能电池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国能”）是致力于锂电池研发、生产和销售的新能

源高新技术企业，双方合作的初衷是与北京国能形成优势互补，在技术、管理、

经营等方面更好的促进平煤锂电的发展。从 2018 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国能经营

遇到了一些困难，对平煤锂电的生产和技术产生了一些影响，同时因为市场等因

素，致使平煤锂电未能达到预期的经营目标，综合考虑公司未来战略发展，经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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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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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双方同意，公司决定取消收购平煤锂电 70%股权事宜。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规定，公司未合并平煤锂电的财务报表，根据交易双方签署的

《股权转让协议》，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也无须承担相应费用，该事项对公

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没有任何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本次事项的独立意见，

《关于取消收购河南平煤国能锂电有限公司 70%股权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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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该议案涉及到与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关联交易，在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任职的公司董事万善福、王安乐、王少峰需回避表决本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孙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适度利用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公司全资孙公司扎鲁特旗通能光伏电

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能光伏”）拟以 20MW 光伏项目设备以“融资租赁

-售后回租”的方式与国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银租赁”）办理

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11,000万元，期限 10 年，全资孙公司疏勒县

利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能光伏”）拟以 20MW 光伏项目设备以“融

资租赁-售后回租”的方式与国银租赁办理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

7,000 万元，期限 10 年，通能光伏、利能光伏拟与国银租赁就租赁物签订融资租

赁合同，租赁合同期内通能光伏、利能光伏按照约定向国银租赁分期支付租金。

现公司同意为其上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的所有债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期限为 10 年，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 

同时，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为其上述融资租赁业务项下的所有债

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10年，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

元。通能光伏、利能光伏以其合法享有的电费应收账款，即租赁物的电费收费权

及其项下全部收益，及通能光伏、利能光伏股东河南中原金太阳技术有限公司将

其持有的通能光伏、利能光伏 100%股权质押给国银租赁，为本次融资租赁提供质

押担保；通能光伏、利能光伏分别将其持有的电站资产抵押给国银租赁，为本次

https://www.sogou.com/link?url=DSOYnZeCC_oCCh-Zb6Al5xXfa2ZlxLaH06jqesMEq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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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提供抵押担保；通能光伏、利能光伏相互交叉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同意本次事项的独立意见，《关于为全资孙

公司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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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裁周志民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周志民

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兼总裁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根据《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周志民

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

作，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产生影响，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经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董事会推荐，并报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曹德彧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

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曹德彧先生简历

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同意本次事项的独立意见，《关于董事兼总

裁辞职暨补选非独立董事、聘任总裁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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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原独立董事李新海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担任的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

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现提请补选梁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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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

会委员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补选后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序号 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王安乐 王安乐、万善福、王文静、梁正 

2 提名委员会 王安乐 王安乐、王文静、梁正 

3 审计委员会 张亚兵 张亚兵、王少峰、梁正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梁正 梁正、张亚兵 

表决结果：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兼总裁周志民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周志民

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兼总裁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根据《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周志民

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

作，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产生影响，该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 

经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董事会推荐，公司董事长提名，并报第五届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曹德彧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曹德彧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事项发表了同意本次事项的独立意见，《关于董事兼总

裁辞职暨补选非独立董事、聘任总裁的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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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21 年 2 月 23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

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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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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易成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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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曹德彧先生简历 

曹德彧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 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1992 年 9 月至 1996 年 10月，任平顶山焦化厂质量管理

处中心化验室技术员；1996 年 10 月至 1999 年 3 月，历任平顶山市鹰泰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厂长助理、副厂长；1999 年 3 月至 1999 年 8 月，任平顶山焦化厂多种

经营办公室副主任；1999 年 8 月至 2007 年 2 月，历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天宏焦

化有限公司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劳资处处长；2007 年 2 月至 2009 年 11 月，任

平顶山煤业集团天宏兴业化工有限公司经理；2009 年 11月至 2012 年 4月，任平

顶山煤业集团天宏焦化劳动服务公司经理；2012 年 4 月至 2012 年 5 月，任中国

平煤神马集团天宏焦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 年 5 月至 2016 年 6 月，历任河

南平煤神马朝川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代理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

总支书记；2016 年 6月至 2018 年 10月，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京宝焦化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18 年 10月至 2019 年 3 月，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

顶山京宝焦化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19 年 3月至 2020 年 3 月，

任河南平煤神马首山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2月，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化工事业部部长；2021 年 2月任河南易成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截止本公告日，曹德彧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

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从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资格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4 条规定之情形，不存在作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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