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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七次会议于2021年12月17日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于2021

年12月14日以当面送达、电子邮件或电话的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参

会的董事9名，实际参会的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海光先生主持，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并放弃相关优先购买权的

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战略需求，为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促进经营资金回流，

进一步聚焦新能源储能、锂电及锂电回收业务，有效缓解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公

司拟将公司从事两轮民用铅酸电池业务的两个控股子公司的控股权转让给雅迪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迪集团”）。具体为公司拟将控股子公司界首市

南都华宇电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都华宇”）21%股权和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南都”）21%股权转让给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雅迪集团”），其中，南都华宇交易作价 9,345万元，长兴南都交易作价 0万

元，合计交易作价为 9,345万元。同时，南都华宇和长兴南都的少数股东滨州博

涵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滨州博涵”）拟将其持有的

南都华宇 49%股权和长兴南都 49%股权转让给雅迪集团，其中，南都华宇交易作

价 21,805万元，长兴南都作价 0万元，合计交易作价为 21,805万元。同时，公

司放弃上述南都华宇 49%和长兴南都 49%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与会董事同意上述《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并放弃相关优先购买权的

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



 

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并放弃相关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部分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待公司将原控股子南都华宇 21%股权和长兴南都 21%股权转让给雅迪集团

后，为保证南都华宇及长兴南都业务的连续性、完整性及独立性，公司及公司子

公司杭州南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拟将民用铅酸动力电池相关的专利权及专利申

请权转让给南都华宇，交易作价为 3,500万元。 

与会董事同意上述《关于转让部分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转让部分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王莹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权转让

及专利转让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南都华宇和长兴南都股权转让事宜及南都华宇专利转让事宜的顺利

进行，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权转让及专利转让的

有关事宜，包括相关交易协议的签署、工商变更登记、相关权属变更等。本授权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关联董事王莹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财务资助的议

案》 

截至目前，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向南都华宇提供经营性借款余额合计为

21,271.46 万元，公司及公司子公司向长兴南都提供经营性借款余额合计为

66,442.24万元，合计为 87,713.69万元。 



 

待出售南都华宇及长兴南都股权事宜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南都华宇 30%股权

和长兴南都 30%股权。公司已与交易对手方雅迪集团达成一致，将按照《股权收

购协议》的约定，合计向标的公司提供 96,000 万元股东借款，其中，公司须按

照出资比例（30%）向标的公司提供 28,800万元股东借款。本次交易完成后，公

司可收回前期对上述标的公司的财务资助 58,913.69万元，最终形成对上述标的

公司的财务资助 28,800万元。其中，公司向南都华宇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14,400

万元、向长兴南都提供财务资助不超过 14,400 万元，财务资助期限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利率为年化 4.35%。 

与会董事同意上述《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财务资助的议

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

详见同日刊 登在中国 证监会 创业板指 定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 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财务资助的

公告》。 

关联董事王莹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 

由于公司转让南都华宇及长兴南都部分股权事项，待交易完成后，南都华宇

和长兴南都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成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原有对

南都华宇的担保余额为 20,800 万元，上述担保将被动形成了对外担保，为保证

南都华宇正常经营及运转，在变更担保方为收购方雅迪集团前，公司拟继续为南

都华宇提供不超过 20,8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30

日。 

同时，由于南都华宇对公司子公司浙江南都鸿芯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银行借

款存在担保，合计金额为 12,457 万元，公司将为该笔担保提供反担保，金额不

超过 12,457万元，反担保期限同担保期限（2020.09.18-2026.09.01）。 

与会董事同意上述《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

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对外关联担保的公告》。 



 

关联董事王莹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1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 

2022 年因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拟与关联方界首市南都华宇电源有限公司和

浙江长兴南都电源有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交易行为是在符合市场经济的原

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预计 2022 年销售产品和商品、采购原材料和商品、提供

服务的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不超过 362,000万元。 

与会董事同意上述《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议案》。公司独

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

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预计的公告》。 

关联董事朱保义先生、王莹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及放弃优先购买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公司战略规划调整，公司拟终止转让南都能源互联网股权事项及放弃优先

购买权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与交易对手方签署相关协议的解除协议。 

与会董事同意上述《关于终止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及放弃优先购买权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

见 同 日 刊 登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创 业 板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终止转让控股子公司部分股权及放弃优先购买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朱保义先生、王莹娇女士、吴贤章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3 票回避。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对全资子公司减资并转让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因公司战略规划调整，公司拟终止转让南都华铂新材料减资并转让部分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事项，并与交易对手方签署相关协议的解除协议。 



 

与会董事同意上述《关于终止对全资子公司减资并转让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

登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终止对全资子公司减资并转让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朱保义先生、王莹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2 票回避。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汪祥耀先生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时间已满 6年，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及提

名委员会委员。辞职后，汪祥耀先生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正常运转，董事会拟提名吴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与会董事同意上述《关于增补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具体内容详

见 同 日 刊 登 在 中 国 证 监 会 创 业 板 指 定 信 息 披 露 网 站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独立董事辞职及增补独立董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汪祥耀先生任职时间已满 6年，申请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及提名委员会委员。公司

拟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由于增补独立董事相关议案尚需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相关调整也将在上述议案经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与会董事同意上述《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

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调整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0 票回避。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 2022年 1月 4日（星期二）14：00在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

二西路 822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浙江南都电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 12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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