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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 2020 年报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于 2021 年 4 月 26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 2020 年报相关事项。

会议应到独立董事 5 人，实到独立董事 5 人。出席会议独立董事以 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

通知》的规定，我们对公司执行上述规定情况说明如下： 

1． 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余额为人民币 23,500 万元，其中 14,500

万元为关联方提供的担保未履行审批手续及信息披露义务。 

    我们将继续督促公司管理层恪守高度的诚信职责和勤勉义务，尽快消除违规担保风险，

构建健全有效的内控制度体系，使公司内控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内部控制评价的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内

部控制自我评价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已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遵循内部控制的基本原则，按照

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了覆盖公司各环节的内部控制制度。     

为贯彻实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相关配套指引，报告期内，公司聘请了中审众

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进行了审计。根据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的认定情况，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由于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独立董事

认为，公司未能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有效的财

务报告内部控制。 

我们将督促公司管理层恪守高度的诚信职责和勤勉义务，尽快消除违规担保风险，并继

续督促公司管理层构建健全有效的内控制度体系，使公司内控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监

管部门的要求。 

三、对 2020年非标准审计报告的独立意见：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2020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有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我们对审计意见涉及事项说明如下： 

    1、对外担保事项 

（1）涉及未履行程序及信披义务而发生的担保事项  

    在 2018、2019 年度中，公司在办理上市公司到期银行贷款的“还旧借新”手续之前，公

司采取为实控人及其关联方以申请民间借贷人的短期融资借款提供担保的形式，取得由实控

人及其关联方免息借予上市公司的“过桥贷款”；该项交易未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而且在实控人及其关联方的民间融资借款期限到期后，因上市公司推迟偿还免息“过桥贷

款”，而导致对实控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民间短期融资借款的担保期限展期的事项，也未履

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担保产生的原因  

经公司核查，在 2018 至 2019年初，上市公司多笔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到期，为了筹集对

银行贷款“还旧借新”续贷所需过桥资金，公司实际控制人丁芃（及指定关联方）从民间融资

渠道筹集上市公司“还旧借新”所需的资金并免息借予上市公司。民间借贷出借人同时要求资

金实际使用人上市公司、及丁芃（及其他关联方）、郑列列、赵剑为丁芃的该笔民间借贷债

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融资环境剧烈变化等客观原因，银行相关流动资金贷款到期后都大幅压缩“还贷”

后的“借新”额度或完全收贷，其中兴业银行压缩 2700 万、中信银行收贷 6000万、广发银行

收贷 4500 万、江苏银行收贷 2000 万、邮储银行收贷 1800 万。导致上市公司无法向丁芃及

其指定关联方偿还免息借予的资金，因而导致民间融资借款期限的展期而且无法解除上市公

司担保义务。 

    （3）解决方案 

上述违规担保总额为 1.45 亿元，公司将认真核查实际用款情况，在实际使用金额的范

围内承担责任，对超出实际用款范围外的将督促实控人及其关联方尽快解除上市公司的担保

责任。 

①� 所涉民间借贷担保财务风险的消除： 

    公司已要求实控人在限期内逐笔严格剥离和消除所涉民间借贷的诉讼风险，严格要求合

同的反担保人落实对上市公司的免责承诺和履行财务义务。 

②公司管理层将以此违规为戒，高度重视内控管理和信披工作，成立专门机构对公司各

项审批流程及审批权限进行梳理，加强在印章、证照使用方面，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实行专

人专岗严格管控。 

    2、有条件借款及减值 

（1）与星源志富的合作 

平湖旧改为了控制旧改中一级土地开发阶段的拆迁成本，委托星源志富作为城市更新改

造实施主体。约定了在土地开发权益确权时通过结转“有条件借款”以取得星源志富名下平

湖旧改项目的土地开发权益。 

世纪星源与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签署《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湖社区旧村改造合



作开发意向书》达成平湖社区旧村改造合作开发意向，意向书约定由世纪星源负责平湖社区

旧村改造项目开发全过程中所需资金投入，平湖股份负责出地。 

2010 年 12 月 27 日世纪星源与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签订了《平湖旧村合作改造合

同书》及《补充协议》。 

2012 年，公司委托星源志富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作为平湖旧改项目的更新改造实施

主体。 

2014 年 3 月 28 日，双方签订了《加快平湖片区城市更新项目补充协议书》。自上述

协议签订以后，世纪星源已全面履行合同主要义务，完成了重新立项、范围线调整、规划方

案公示、达成拆赔标准等各项工作，包括为其中五万平方米不可拆除文物建筑，编制了专项

文物保护规划和城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使项目能继续按拆除重建类项目推进，世纪星源为

促进平湖旧村改造项目的文物保护专项规划、平湖大围旧村历史风貌保护专项规划、更新单

元专项规划方案等进行专项规划设计等工作，平湖旧村改造项目于 2018 年 8 月 15 日取得

深规土[2018]604 号《市规划国土委关于<龙岗区平湖街道平湖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审批

情况的通知》。 

就公司与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关于平湖片区城市更新单元项目合作合同纠纷案件，

公司已取得（2019）粤 03 民终 19234 号终审判决，判决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败诉并驳

回其解除合同的诉讼请求。随后还经过（2020）粤民申 1008 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程

序，裁定驳回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要求推翻终审判决的再审申请。鉴于深圳市平湖股份

合作公司在本报告年度内又再次就上述同一事项提起（2020）粤 0307民初 39413 号的诉讼；

公司针对性地提起案号（2021）粤 0307 民初 15030号诉讼，请求中止审理重复起诉的（2020）

粤 0307 民初 39413 号案件，提起排除深圳市平湖股份合作公司妨害本司履行合同权利的申

请，该案已在龙岗区人民法院立案受理。 

受诉讼案件的影响，目前旧改项目进展缓慢，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及未来风险的判断，

公司对该笔有条件借款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 

（2）与星源立升、文殊圣源的合作 

2017 年世纪星源分别与深圳市星源立升水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和深圳文殊圣源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框架协议书》及《借款协议》，旨在开展海外清洁能源项目。 

协议约定由世纪星源向星源立升、文殊圣源提供有条件借款（借款年利率 13.5%），相

关的款项全部用于海外水资源经营性项目或环境 PPP 项目的立项支出，而星源立升、文殊

圣源所有来自世纪星源的有条件借款的应收将在世纪星源取得全部跨境投资主体的行政许

可手续后，直接结转为 100%世纪星源系统并表的海外子项目的投资款项。协议约定如果对

外投资出现了程序风险，则星源立升、文殊圣源需向公司偿还该笔有条件借款，以消除跨境

投资的程序风险。 

2017-2020 年，世纪星源通过与星源立升、文殊圣源的合作，完成了对富岛香港的并购

以及海外子公司世纪星源巴厘水资源系统有限公司的设立。 

2020 年受疫情影响，公司关闭在海外的多个办公室，海外项目前期开展工作中断，未

来项目开展具有重大不确定性。根据项目开展潜在风险及前瞻性信息的判断，公司对该有条

件借款计提了信用减值损失。 



    3、长期应收款-肇庆项目减值 

2019 年 12 月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关于撤销肇府国用（证）字第 0002 号<国有土

地使用证>的决定》，随后公司委托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以 Farcor Limited、Faryick 

Limited、Finewood Limited、Full Bloom Limited、Jackford Limited（以下合称“香港五公司”）

作为申请人向广东省自然资源厅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肇庆市自然资源局做出的《关于撤

销肇府国用（证）字第 0002号<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决定》。 

2020 年 7 月 6 日广东省自然资源厅驳回了香港五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 

2020 年 7 月 15 日，公司就此事以香港五公司作为原告，向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行政诉讼。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了该案件，目前该行政诉讼未有进展。 

公司认为因土地证被撤销一事，尽管公司已提起诉讼，但是该行政诉讼胜诉的可能性不

大，公司通过项目公司开发肇庆项目的基础已不存在，继续开发肇庆项目的可行性很小，公

司账面确认的对肇庆项目的权益已经出现了显著的减值迹象。 

鉴于复议机关已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而相关行政诉讼代理律师也表示无法评估

行政诉讼的胜诉可能性，公司管理层参考评估机构的评估和诉讼代理律师的相关意见，基于

谨慎性原则对肇庆项目权益全额计提减值损失。 

    4、南油福华项目交易事项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世纪星源”）和深圳市恒裕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下称“恒裕集团”）于 2015 年 1 月合作成立“深圳市星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星源恒裕”），同时双方安排了当时新设立的“深圳市星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世纪

星源签订了《拆补协议》，合作将“星源恒裕”作为“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

的实施主体进行申报（当年实际向政府窗口递交了全部报建的实施主体的文件；其中包括但

不限于“星源恒裕”与世纪星源签订的《拆补协议》）。政府的审批批复手续在当年因优瑞提

出异议而中断。 

2018 年 1 月 18 日，世纪星源与深圳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深圳车港”处置有关问

题的协议》，协议约定：①“深圳车港”拆除移交完成后，世纪星源可通过南油工业区福华

厂区城市更新单元合法实施主体提出申请，在已批复的城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基础上，商业

开发建设用地范围内增加不超过 4.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地下停车场（产权归合法实施主体

所有）。②世纪星源可获得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在公共设施配套用地的 1 万平方米范围内，建

筑面积不超过 5 万平方米的地下停车场经营权。 

为落实《关于“深圳车港”处置有关问题的协议》中世纪星源的权益，同时促成世纪星

源与恒裕集团在“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合作。2017 年 12 月 21 日，世纪

星源与恒裕集团签订了《合作经营深圳市星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落实“深圳车港”在建

工程拆迁补偿权益合作事宜框架协议》，即由“星源恒裕投资发展”向世纪星源分期支付五

亿元的对价，将世纪星源“在已批复的城市更新单元专项规划基础上，商业开发建设用地范

围内增加不超过 4.7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的地下停车场（产权归合法实施主体所有）”等相关

权益注入到双方所约定南油项目开发的合作主体“深圳市星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 

为“继续履行 2012 年股东大会决议（世纪星源公告编号 2012-002）所批准的合作开发交易”

中“确认实施主体”的关键程序障碍，世纪星源与恒裕集团共同利用了 2013 年专项规划批



复的新增规划指标：即在项目公司实施主体确认前，以项目部分新增产权规划面积的未来出

让承诺，开展项目公司前期融资，完成了政府对项目公司的实施主体确认手续：因此，双方

需以《股东协议》中新增项目公司融资合作条款的形式来解决启动实施主体确认程序所需的

前期资金。即：恒裕集团（泰合瑞思）指定出让未来可售产权的规划指标权益中的 10,000 平

方米及 5 个车位，世纪星源方指定出让未来留存产权的规划指标权益中的 15,000 平方米，

其中世纪星源获得 4.2 亿元，恒裕集团（泰合瑞思）获得 5 亿元，双方获得款项均以初始

股东贷款形式注入项目公司。 

为“继续履行 2012 年股东大会决议（世纪星源公告编号 2012-002）所批准的合作开发

交易”中“确认实施主体”的关键程序障碍，世纪星源与恒裕集团双方决定重新合作设立城

市更新项目的新实施主体，即“深圳市蓝色空间创意城市基建有限公司 ”取代“深圳市星

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各方一致同意世纪星源与恒裕实业（集团）将已设立的“深圳

市星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所取得的有关南油项目的开发权益（即包括但不限于：自

2015 年 1 月设立“深圳市星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时所签订《拆补协议》、以及《合作

经营深圳市星源恒裕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落实“深圳车港”在建工程拆迁补偿权益合作事宜框

架协议》项下所约定在南油项目中规划的新增地下空间指标）等；以及包括“星源恒裕投资

发展”向世纪星源分期支付五亿元对价中的未付余额的应付义务等，全部由世纪星源与恒裕

集团（泰合瑞思）设立的新合作实施主体“蓝色空间”进行概括承接。 

有关涉及世纪星源的事项，需要世纪星源的股东大会履行程序批准的内容有：①双方针

对南山城市更新项目的合作标的公司从“星源恒裕”变更到“蓝色空间”；即双方自 2015

年开始在原先实施主体“星源恒裕”所形成的部分权利和义务（即从 2015 年开始，主要指

针对商业地块合作开发相关的，包括但不限于：世纪星源与“星源恒裕”自 2015 年就车港

权益置换而正在进行并未最终完结的交易；即指应支付 5 亿元还剩下应付余额约 8800 万元

义务）对价所取得的合作权利应自股东大会之后概括转移至“蓝色空间”。②股东大会也需

要对涉及到世纪星源与实施主体之间重新签订的《拆补协议》（解决 2015 年已支付（后又抽

回）的两亿元拆迁款等等）以外事项，即除了以上“概括转移”的权利义务之外，批准世纪

星源直接与恒裕星源签订《南山区南山街道南油工业区福华厂区城市更新项目拆迁补偿协议

书之补充协议》来完善实施主体和世纪星源新增置换指标的交易手续。 

根据《关于深圳市星源恒裕城市基建投资有限公司（后改名为“蓝色空间”）股东协议

书》第九条：“根据《关于“深圳车港”处置有关问题的协议》第二条的约定，4.7万平方米

新增面积（包括经政府批准而由该指标转化为本项目商业开发用地范围内的其他新增面积。）

通过项目公司实现，双方同意，在政府同意的前提下，4.7 万平方米新增面积指标可以调整

到文体中心地块进行统一规划。在项目公司依约向甲方（世纪星源）付清 4.7万平方米新增

面积指标的补偿款即人民币柴亿零伍佰万元整（7.05亿元）之前，甲乙双方（世纪星源、泰

合瑞思）均应促成项目公司无条件配合甲方进行文体中心地块的规划报建工作。”在该股东

协议的签约时点，项目公司已取得了不包含新增面积的政府先行审批的行政许可，一般情况

下批复的行政许不易再被修改，故双方约定当“泰合瑞思”无法落实增加地下空间的指标时

（即：如果贡献用地中“文体中心”的地面空间也不能使用），世纪星源则应按公式得到对

等补偿的条款，而且该补偿金额应在甲方取得全部施工许可证之前全部支付完毕。 



实际报建情况如下：①在“全部施工许可证”取得之前，“泰合瑞思”已将政府过去颁

发的“旧行政许可”作废，重新取得了新增 3.24 万平米地下空间的“新行政许可”②按照

股东协议的后附公式：“蓝色空间”需在“全部施工许可证”取得之前，支付 1.9 亿元的地

下空间差额补偿，但至今仍未支付。其原因如下：（i）泰合瑞思表示：已取得了可以免于“差

额补偿支付”的政府依据，最近就会向世纪星源提供，而目前世纪星源正在要求恒裕就此提

供依据”（ii）“泰合瑞思”已申请把主体施工许可证的开工日期延后到 2020 年 6 月 1 日，

即在新证颁发之前，还存在是否成就“全部施工许可证取得”的触发条件。 

基于上述协议及事实，公司认为针对“差额补偿”具有重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尚未对该

笔补偿款进行账务处理。 

鉴于上述事项对公司的重要性并由此可能给公司未来经营带来巨大财务风险，我们独立

董事将继续督促公司管理层恪守高度的诚信职责和勤勉义务，对公司内控存在的问题进行整

改，构建健全有效的内控制度体系，在严格遵守信息披露的前提下，尽快消除可能为公司带

来的风险，为股东争取最大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的独立意见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 2020 年度合并利润为-387,466,536.61 元，其中

母公司 2020年度利润为-59,655,204.92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母公司）-537,728,860.27 

元，本年度可分配利润为-597,384,065.19元，董事局建议本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不分

配、不转增。 

    经独立董事审查，公司（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在弥补亏损之前是不能进行利润分配的，因此同意董事局上述利润分配预案。 

五、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根据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发展规划，公司拟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一年

内，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借款提供担保，上述 1.5亿元担保额度的

具体分配情况为：为深圳智慧空间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为深圳市新德利新能源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为浙江博世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经独立董事审议，同意公司为上述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对外借

款额度提供担保。 

六、独立董事对计提资产减值的独立意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对存在减值迹象的资产进

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

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 



1. 信用减值损失 

本期计提信用减值损失67,808,987.63元。 

    2．长期应收款（肇庆项目） 

    公司委托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公司因编制财务报告需要进行资产减值测试涉

及的长期应收款（肇庆项目）在2020年12月31日的可收回金额进行了评估，本次评估采用预

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和资产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定评估资产的可收回金额。

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报字（2021）第A138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

结果，本年度对该项资产计提减值损失418,459,959.62元。 

    3．存货跌价损失 

    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2,769,107.73元。 

    4．计提商誉减值损失 

公司委托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与博世华的商誉相关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进行

估值，根据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北京亚超评报字（2021）第A145 号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本年度对该项资产计提减值损失167,508,100.00元。 

5. 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本期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5,075,496.51元。 

公司此次计提资产减值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上述计提资产减值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独立董事审查，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 

七、独立董事对变更会计政策的独立意见 

    财政部于 2017 年 7 月 5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2017 年修订）》（财

会[2017]22 号）（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 日

起开始执行前述新收入准则。 

    新收入准则为规范与客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建立了新的收入确认模型。为执行新收

入准则，公司重新评估主要合同收入的确认和计量、核算和列报等方面。根据新收入准则的

规定，选择仅对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尚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进行调整，以及对于最早

可比期间期初（即 2019 年 1 月 1 日）之前或 2020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合同变更予以简化

处理，即根据合同变更的最终安排，识别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确定交易价格以

及在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履约义务之间分摊交易价格。首次执行的累积影响金额调整首次



执行当期期初（即 2020 年 1 月 1 日）的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 

    执行新收入准则的主要变化和影响如下：  

    ——公司将因转让商品而预先收取客户的合同对价从“预收账款”项目变更为“合同负债”

项目列报。 

    ——公司的一些应收款项不满足无条件（即：仅取决于时间流逝）向客户收取对价的条

件，公司将其重分类列报为合同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公司将未到收款期的应收质保

金重分类为合同资产（或其他非流动资产）列报。 

    A、对 2020 年 1 月 1 日财务报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变更前）金额 2020 年 1 月 1 日（变更后）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应收票据 3,070,000.00    

应收账款 415,882,160.48 1,057,085.90 422,888,412.69 1,057,085.90 

应收款项融资   6,297,710.40  

存货 447,491,349.58 18,401,817.25 33,394,352.31 18,401,817.25 

合同资产   396,290,745.06  

预收账款 29,795,976.28 356,170.00   

合同负债   18,620,549.10 326,761.47 

其他流动负债 43,699,450.06  47,302,587.64 29,408.53 

B、 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20 年度的影响 

    采用变更后会计政策编制的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合并及公司资产负债表各项目、2020 年

度合并及公司利润表各项目，与假定采用变更前会计政策编制的这些报表项目相比，受影响

项目对比情况如下： 

    a、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应收票据   10,276,000.00  

应收账款 325,169,669.92 1,334,329.81 341,978,745.71 1,334,329.81 

应收款项融资 24,536,021.55    

存货 13,592,596.07 5,130,000.00 444,019,505.44 5,130,000.00 

合同资产 426,435,985.16    

预收账款   17,986,083.36  



报表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同负债 17,745,561.92    

其他流动负债 50,842,573.62  38,059,461.82  

其他非流动负债   19,082,568.81  

    b、对 2020 年度利润表的影响 

报表项目 
2020 年度新收入准则下金额 2020 年度旧收入准则下金额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合并报表 公司报表 

主营业务成本 318,403,045.33  318,126,491.53  

销售费用 8,535,556.19  8,812,109.99  

信用减值损失 -67,808,987.63 -69,142,462.52 -65,774,608.55 -69,142,462.52 

资产减值损失 -603,812,663.86 -11,352,327.25 -605,847,042.94 -11,352,327.25 

 

公司此次调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上述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未发现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独立董事审查，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独立董事：王玉涛、陈吕军、翟进步、樊勇、邹蓝 

               二 0 二一年四月三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