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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以邮件形式发出。公司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参会董事 9 名。会议由

董事长贺柳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全体董事书面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

金 15,641.29 万 元 。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刊 登 于 指 定 媒 体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上的《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保

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专项鉴证报告。 

 

二、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改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支付方式，降低财务

费用，公司及子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银行承兑



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及信用证等票据方式支付部分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之后定期

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并从募集资金专户划转至公司一般账户，该部分等额置换

资金视同募投项目使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湖

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及信用证支付

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8）。 

 

三、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议案。 

公司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相关募投项目已实施完毕，公司董事会同意将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相关募集资金专户的结余资金 

1,051.15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划转完成后，公司将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销户，相关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亦将予以终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湖

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4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结

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9）。 

 

四、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和《公司章程》、《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要求，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000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



产品。在上述额度内，募集资金可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滚动使

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湖

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0）。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

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使用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等票据支付募投项目所需资

金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操作流程，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符合相关法律规章的要求，公司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实施

细则》进行修订。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实施细则》（2021 年 8 月）。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议案。 

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实际结果，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101,789,774 元，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471,315,045 元增加为人民币

573,104,819 元，股份总数由 471,315,045 股增至 573,104,819 股。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湖

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71）。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议案。 

为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

有关规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 15,000 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监事会发表了审核意见，保荐

机构招商证券发表了核查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湖

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72）。 

 

八、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高级管理人员

薪酬激励与业绩考核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议案。 

根据相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为加大高级管理人员的考核激励力度，充

分调动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公司对《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激励管理办法》《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考核

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将两个制度进行合并形成新制度《湖南博云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励与业绩考核管理办法》。 

详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

励与业绩考核管理办法》（2021 年 8 月）。 

 

九、审议并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召开 2021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于 2021 年 9 月 3 日（星期五）召开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需要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指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湖



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1-073）。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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