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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上午 10:00 在江苏省启东市林洋路

666 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本次会议

通知提前 5 日以电话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应参加董事 7 人，实际参加 7 人，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陆永华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

通知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

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第二期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规划，为使公司新能源业务得到更好的发展，充分考

虑部分项目原建设所在地的政策、配套电网条件、电量消纳情况以及合作方的需求后，

经公司讨论后作出谨慎决定，对公司第二期非公开部分募投项目进行调整，利用募集资

金优先投资更为优质的光伏电站项目。调整后公司拟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建设的光伏电

站装机容量不低于原计划建设容量，拟建设新电站项目的投资收益率不低于原电站项

目，此次调整有利于加速推进公司光伏电站的建设，进一步扩大公司电站规模，提升公

司盈利水平。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原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100MW 生态农业光伏电站项

目 

连云港林洋新能源

有限公司 
江苏连云港 100,000 100,000 



 

阜阳市颍州区程集镇 20MW

农光互补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阜阳华明农业太阳

能发电有限公司 
安徽阜阳 18,000 14,000 

经开区惠丰 13MW 屋顶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 

宿州金阳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安徽宿州 9,600 8,000 

安徽省恒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5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安徽林洋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安徽庐江 4,000 4,000 

合肥方圆机械厂 5MW 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 

安徽林洋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安徽合肥 4,000 4,000 

合计 135,600 130,000 

拟变更后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变更后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使用

募集资

金 

已投入自

筹资金 

阜阳新乌江镇李土楼村 20MW

光伏电站 
阜阳永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8,000 14,000 — 

阜阳新乌江镇李桥村20MW农

光电站 
阜阳永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8,000 14,000 — 

宿州河拐村 20MW 农光电站 宿州金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8,372 12,500 1,500 

山东冠县万善70MW农光电站 冠县华博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58,933.97 47,500 4,000 

江苏泗洪孙园镇20MW渔光互

补电站 
泗洪县华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7,320 14,000 — 

江苏泗洪梅花镇40MW渔光互

补电站 
泗洪县永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0,000 28,000 — 

合计 160,625.97 130,000 5,500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意见；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临 2016-82）。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部分募投项目完工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了提高节余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公司拟将一期和二期非

公开发行部分已完工募集资金项目的节余资金（含利息等收入）第一期 20,818,030.75

元和第二期 67,317,644.76 元以及孳生利息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以满足生产经营活动



 

对流动资金的需要。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符合相关规

则规定，有利于提高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意见；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临 2016-83）。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下属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南通分行申请贷款，具体金额

如下： 

序号 贷款主体 贷款金额（亿元） 

1 灵璧灵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 

2 灵璧华浍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 

3 萧县裕晟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1 

4 阜阳永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1.0 

5 阜阳金明农业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 2.2 

合计 6.5 

上述贷款期限均不超过 10 年，起始日期以合同正式签订日为准，公司拟对上述五

家下属公司的本次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在《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临 2016-84）。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为满足新能源业务发展的需求，保证其子公司在新能源领域快速拓展，公司拟使用

自有资金和募集资金对江苏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安徽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林洋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增资金额分别为 4.8 亿元、10 亿元、8 亿元，



 

共计对外增资 22.8 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临 2016-85）。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根据 2016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6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5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由 497,866,234

股变更为 1,742,531,819 股。该预案实施完毕后，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 497,866,234 元

增加至 1,742,531,819 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三证合一”及注册资本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497,866,234

元变更为 1,742,531,819 元，故对现行《公司章程》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原条款 修订后的条款 

1.02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在江苏省南通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

执照号为 320681400001718。 

1.02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

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在江苏省南通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6006083861677。 

1.06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97,866,234元。 1.06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742,531,819

元。 

3.06 公司现有股份总数为 497,866,234 股，

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 1元。 

3.06 公司现有股份总数为 1,742,531,819

股，全部为普通股，每股面值 1元。 

除以上修订条款外，无其他条款修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公告（临 2016-86）。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本次审议的议案一至六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拟定于 2016 年 10 月 17

日在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2016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江苏林洋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9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