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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以传真及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方式向各位董事发出召开董事会会议通知，并于 2017 年 9 月

4日上午 11：00在北京朝阳区光华路 15号亿利生态广场一号会议室以现场会议

方式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7人，亲自出席会议董事

7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田继生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是合法、有效的。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关于终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资产重组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上海亿鼎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实施的资产重组（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者“本次资产重组”）

自启动以来，各方均积极的推进资产重组工作。为加速推进公司清洁能源业务整

合计划，提高资产重组效率，完善公司清洁能源业务布局，鉴于本次重组方案尚

需继续完善优化，部分资产相关问题的落实解决尚需一段时间，为尽早将已成熟

商业运营并具有良好盈利能力的光伏发电资产纳入上市公司体内、提升上市公司

盈利能力，满足公司产业转型升级要求，更好地维护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经

审慎考虑并与交易各方友好协商，决定暂时终止本次资产重组。交易各方将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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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完终止相关程序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亿利洁能关于终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并

改以现金方式收购部分标的资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3) 详见 2017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 审议《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亿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分别签订终止协议的议

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因交易各方协商决定暂时终止本次资产重组，公司拟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

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亿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交易对方就本次

交易分别签订终止协议，公司董事会审议并逐项表决通过。 

（一） 审议《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

内蒙古亿利库布其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内

蒙古亿利库布其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 审议《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张家口京张迎宾廊道生态能

源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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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张家口京张迎宾廊道生态

能源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 审议《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

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

电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四） 审议《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张家口亿源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张家口亿源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五） 审议《关于公司与上海亿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签订<亿利洁能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热电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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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项目资产组>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亿利洁能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终止协议——关于购买热电联产项目

资产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 审议《关于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内蒙古亿利库

布其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所持内蒙古亿利库布其

生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库布其生态”）50%股权、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

司所持库布其生态 20%股权（以下简称“库布其生态 70%股权交易”），具体如

下： 

（1） 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库布其生态 70%股权资产拟以相关资产评

估报告所载明的资产评估价值作为库布其生态 70%股权资产的作价依据，并经各

方协商确定库布其生态 70%股权资产的价格。根据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国际”）以资产基础法对库布其生态 70%股权价值进行

预估，截至基准日（即 2017 年 5 月 31 日，下同），库布其生态 70%股权的预估

价值为 42,701.09 万元。经协议各方协商，库布其生态 70%股权交易中库布其生

态 70%股权资产的初步交易价格为 42,700 万元。 

（2） 就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

限公司购买其合计所持库布其生态 70%股权事项，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

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公司向亿

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库布其生态 70%股权资产的现

金对价 50%；就本次交易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30 日内，公司向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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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支付库布其生态 70%股权资产现金对

价的剩余 50%。 

（3）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60 日内，在各方以《资产评估报告》为依

据共同清查库布其生态 49%股权资产的基础上，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通过转让

库布其生态 50%股权方式完成库布其生态 50%股权的交割，亿利资源集团有限

公司通过转让库布其生态 20%股权方式完成库布其生态 20%股权的交割。协议

各方应就库布其生态 70%股权交割事宜共同签署库布其生态 70%股权交割确认

书。库布其生态 70%股权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即为库布其生态 70%股权交割日。

自交割日起，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已完成库布其生态

70%股权的交割义务，公司成为库布其生态 70%股权的权利人。 

（4） 自交割日起，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基于

库布其生态 70%股权所享有和承担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移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5） 截至评估基准日，库布其生态 70%股权所对应的未分配利润归公司

所有，库布其生态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不得再对其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6） 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库布其生态自评估

基准日至交割日（以下称“过渡期”）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库布其生态 70%股

权在过渡期产生的盈利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亿利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在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十日内向公司以现金

方式予以补偿。 

鉴于公司本次购买内蒙古亿利库布其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事宜涉及

内蒙古亿利库布其生态能源有限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相关

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购买内蒙古亿利库布其生态

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相关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亿利洁能关于拟以现金收购正利新能源 49%股权和库布其生态 7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4) 详见 2017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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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审议《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签

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内蒙古亿利库布其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就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库布其

生态 50%股权、向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库布其生态 20%股权

事宜，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内蒙古亿利库布其生态能源有限公司 

70%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五、 审议《关于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购买鄂尔多斯市正利新

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所持鄂尔多斯市正利新

能源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利新能源”）49%股权（以下简称“正利新能

源 49%股权交易”），具体如下： 

（1） 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正利新能源 49%股权资产拟以相关资产评

估报告所载明的资产评估价值作为正利新能源 49%股权资产的作价依据，并经各

方协商确定正利新能源 49%股权资产的价格。根据中瑞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瑞国际”）以资产基础法对正利新能源 49%股权价值进行

预估，截至基准日（即 2017 年 5 月 31 日，下同），正利新能源 49%股权的预估

价值为 21,325.35 万元。经协议各方协商，本次交易中正利新能源 49%股权资产

的初步交易价格为 21,300 万元。 

（2） 就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正利新

能源 49%股权事项，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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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 60 日内，公司向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支付正利新能源 49%股权资产的

现金对价 50%；就本次交易完成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30 日内，公司向亿

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支付正利新能源 49%股权资产现金对价的剩余 50%。 

（3）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60 日内，在各方以《资产评估报告》为依

据共同清查正利新能源 49%股权资产的基础上，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通过转让

正利新能源 49%股权方式完成正利新能源 49%股权的交割。协议各方应就正利

新能源 49%股权交割事宜共同签署正利新能源 49%股权交割确认书。正利新能

源 49%股权交割确认书签署之日即为正利新能源 49%股权交割日。自交割日起，

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已完成正利新能源 49%股权的交割义务，公司成为正利新

能源 49%股权的权利人。 

（4） 自交割日起，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基于正利新能源 49%股权所享

有和承担的一切权利和义务转移由公司享有和承担。 

（5） 截至评估基准日，正利新能源 49%股权所对应的未分配利润归公司

所有，正利新能源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不得再对其股东分配现金股利。 

（6） 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正利新能源自评估

基准日至交割日（以下称“过渡期”）的损益进行专项审计。正利新能源 49%股

权在过渡期产生的盈利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亿利资源控股有限

公司在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十日内向公司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 

鉴于公司本次购买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49%股权事宜涉及

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相关

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购买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

发电有限公司 49%股权相关事项。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亿利洁能关于拟以现金收购正利新能源 49%股权和库布其生态 70%股权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124) 详见 2017 年 9 月 5 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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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审议《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

让协议——关于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文彪、田继生、尹成国、姜勇回避表决，其他 3 名董事对此议

案进行了表决。 

就公司拟以支付现金方式向亿利资源控股有限公司购买其所持有的鄂尔多

斯市正利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 49%股权事宜，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与亿利资源

控股有限公司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关于鄂尔多斯市正利新能源

发电有限公司 49%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亿利洁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