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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购买亿阳集团不动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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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亿阳集团拟向阜新银行（亦可为阜新银行总行或其他支行，和阜新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统称为“阜新银行”）申请 3.5 亿元-4 亿元保函。根据
重整计划的规定，阜新银行作为亿阳集团担保债权人，其享有亿阳集团名下不动
产权证书号为 X 京房权证海字第 121878 号的不动产（以下简称“不动产”）的
抵押权，亿阳集团在该项不动产的评估值范围内为阜新银行留债金额
323,624,155.68 元。为便于阜新银行出具相关保函，亿阳集团拟出售该项不动产，
将交易价款中 323,624,155.68 元专项用于清偿阜新银行的债务，并相应解除该项
不动产抵押措施。
 基于以上原因及亿阳集团已将该项不动产提供给公司办公使用，亿阳集
团提请公司在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亿阳集团所提交的《关于提请
亿阳信通收购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动产的提案》，提请公司或其子公司以合
计不低于 3.25 亿元（含增值税）且不高于评估值 3.4197 亿元（含增值税）作为
交易价格收购该项不动产；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负责该项不
动产收购所涉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具体交易方案的设计、交易文件的协商及
签署、交易的推进及交割等。
 该项不动产现仍处于有抵押和查封状态。但该项不动产交易过户等没有
实质性法律障碍，亿阳集团正在积极与相关人民法院沟通，但尚需时日。若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购买该项不动产，则公司在支付交易价款前，亿阳集团需先解
除该项不动产的抵押或查封等措施，令该项不动产产权明晰。
 亿阳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日，亿阳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 143,114,064 股，限售流通股 64,459,419 股，合计为 207,573,483 股，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32.89%，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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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行为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袁义祥先生、王晓宁先生和韩东丰先生回避相
关议案表决。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亿阳集团及其控制的公司不存在关联交易行为。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该项提案需待 2021 年 4 月 14 日亿阳集团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均审议
通过后，方可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进行审议。
 若阜新银行未在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后 5 日内向亿阳集团出
具 3.5 亿元-4 亿元保函，该项不动产交易终止。截至本公告日亿阳集团尚未得到
阜新银行同意开具相关保函的书面确认，本次不动产交易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或其子公司支付具体交易价款的前提是：a、亿阳集团同意在其重整
执行完毕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 682,502,058.95 元等值的现金或有利于公司经营发
展的资产回购公司持有亿阳集团的全部股份；b、阜新银行同意向亿阳集团出具
3.5 亿元-4 亿元保函；c、若该项不动产过户登记在公司或其子公司名下后的三年
内，因公司经营需要等原因拟出售该项不动产，亿阳集团同意在三年内以原交易
价格回购；d、解除该项不动产的保全措施；e、亿阳集团与公司或其子公司办理
完该项不动产过户手续并解除该项不动产抵押措施，该项不动产不会再发生因亿
阳集团的原因而被查封及抵押的情形；f、公司已消除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与涉嫌
违规担保事项的影响（以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为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12 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赞成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回避表决票
3 票的结果审议通过了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阳集团”）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提请亿阳信通收购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动产的提
案》
（以下简称“提案”）：公司或其子公司将以合计不低于 3.25 亿元（含增值税）
且不高于评估值 3.4197 亿元（含增值税）作为交易价格收购亿阳集团名下不动
产权证书号为 X 京房权证海字第 121878 号的不动产；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会全权负责该项不动产收购所涉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具体交易方案
的设计、交易文件的协商及签署、交易的推进及交割等。该项不动产过户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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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若因公司经营需要等原因拟出售该项不动产，亿阳集团同意三年内以原交易价
格回购。
亿阳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日，亿阳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 143,114,064 股，限售流通股 64,459,419 股，合计为 207,573,483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32.89%，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此次交易
行为构成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亿阳集团不存在关联交易行为。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亿阳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日，亿阳集团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
股 143,114,064 股，限售流通股 64,459,419 股，合计为 207,573,483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32.89%。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

912301991280228072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

哈尔滨市南岗区嵩山路高新技术开发区 1 号楼

主要办公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杏石口路 99 号 A 座

法定代表人

邓伟

注册资本

392,156.8627 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

对外投资、控股经营；石油、矿产资源投资开发（稀土、放射性矿产、
钨除外）
；开发、生产、销售电子产品，机电产品（不含小轿车），仪
器仪表；机电系统工程；生物医药产品技术开发；高新技术产品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室内装修；文化展览及商品展销；
国内贸易（需专项审批除外）；销售金属材料、钢材、粮食；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按资格证书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生产、加工、
销售；黄金制品；金银制品及其饰品的购销；煤炭经营（禁燃区内不
含高污染燃料）。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大连万怡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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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亿阳集团自 2017 年爆发债务危机以来，各项业务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19
年 3 月 21 日进入司法破产重整，2020 年 12 月 25 日，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
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目前，公司正在聘请审计机构进行审计，无法提供财务数
据。
3、公司存在因涉嫌未履行审议程序为亿阳集团提供担保及控股股东占用公
司资金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已占用公司资金总额为 89,552.35 万元，
法院判决公司需代偿债务的债权人预计还会扣划公司资金 44,693.34 万元（暂计
至 2020 年 12 月 25 日）。根据《变更后重整计划草案（万怡投资）》
（以下简称“重
整计划”）的规定，公司收到重整投资人代偿现金 7 亿元；收到现金清偿 10 万元；
向亿阳集团申报债权的债转股确认金额 68,250.21 万元，转股份数为 6,602.52 万
股（暂定，公司最终持有亿阳集团的股份数将根据亿阳集团转股债权额和留债债
权总额的变化进行调整、确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涉嫌违规担保事项
的进展公告》。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1、交易标的为亿阳集团所持有的位于北京海淀杏石口路 99 号 1 幢（A/B 栋）
综合楼-01 层 0101 等 8 套办公房地产，不动产证号为：X 京房产权证海字第 121878
号，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6,597.60 平方米。交易类别为购买资产，即公司拟购买前
述不动产。
2、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该项不动产现仍处于 6 项有效查封状态，具体
如下：
序
号

申请人
陕西国
际信托

1

有限责
任公司
(简称
“陕西

查封
机关
北京
市第

查封期限

起

民法

（2018）
京 01 执

2021.4.18
止

债权清偿情况

解封依据

陕西信托已向亿阳集团管理人（以下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简称“管理人”
）申报财产担保债权

十九条以及重整计划的

（担保财产为亿阳集团持有的亿阳

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

信通 2,321 万股股权），经管理人审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

定、哈中院确认的债权金额为

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

351,970,239.05 元。经管理人确认，

除。因此，陕西信托应

文号

2018.4.19

一中
级人

查封

15 号

4

序
号

申请人
信托”)

乐赚财
富投资
管理(上
海)有限
2

公司(简
称 “乐
赚财
富”)

查封
机关

查封期限

查封

债权清偿情况

解封依据

陕西信托已获得现金清偿 10 万元，

当在法院受理亿阳集团

陕西信托留债金额 85,412,800 元，剩

破产申请后协助办理解

余债权额通过债转股方式全部予以

除财产保全措施的手

清偿。

续。

文号

院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山东
省青
岛市

乐赚财富已向管理人申报普通债权，
2018.6.4

（2018）

起

鲁 0212

57,688,354.62 元。经管理人确认，乐

2021.6.3

民初

赚财富已获得现金清偿 10 万元，剩

止

1560 号

余债权额通过债转股方式全部予以

崂山
区人
民法

经哈中院临时确认的债权金额为

清偿。

院

十九条以及重整计划的
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
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
除。因此，乐赚财富应
当法院受理亿阳集团破
产申请后协助办理解除
财产保全措施的手续。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福建平
潭惠晟

北京

投资管

市第

2018.10.9

二中

起

级人

2021.10.8

(简称

民法

止

“平潭

院

理有限
3

十九条以及重整计划的

公司

平潭惠晟已向管理人申报普通债权， 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
（2018）
京 02 执
保 163 号

经哈中院临时确定的债权金额为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

360,267,992.82 元。经管理人确认，

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

平潭惠晟的 10 万元已提存至管理人

除。因此，平潭惠晟应

银行账户，剩余债权额通过债转股方

当在法院受理亿阳集团

式全部予以清偿。

破产申请后协助办理解
除财产保全措施的手

惠晟”)

续。

4

深圳前

宁夏

海海润

回族

2018.12.12

国际并

自治

起

购基金

区银
2021.12.11

2018 年 11 月 12 日，银川市中级人民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法院（以下简称“银川中院”）受理

十九条以及重整计划的

（2018）

前海海润与亿阳集团、亿阳信通借贷

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

宁 01 执

合同纠纷执行案，并于 2018 年 11 月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

664 号

27 日作出（2018）宁 01 执 664 号执

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

管理有

川市

限公司

中级

行裁定书，裁定：
（1）冻结、扣划亿

除。因此，前海海润应

(简称

人民

阳集团、亿阳信通银行存款

当在法院受理亿阳集团

止

5

序
号

申请人
“前海

查封
机关

查封期限

查封

债权清偿情况

解封依据

396,985,759.89 元及利息；
（2）若亿

破产申请后协助办理解

阳集团、亿阳信通银行存款不足以偿

除财产保全措施的手

还，不足部分则依法查封、扣押其相

续。

文号

法院

海润”)

应价值的财产。
经核查，在亿阳集团重整过程中，前
海海润就本案债权未向亿阳集团申
报债权，前海海润可以根据重整计划
规定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向亿阳集
团主张债权清偿。

哈尔滨

5

光宇蓄

黑龙

电池股

江省

份有限

哈尔

公司

滨市

（简称

中级

“光宇

人民

蓄电

法院

2020.10.26
起

（2019）

2019 年 4 月 9 日，哈中院立案受理光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宇蓄电池与亿阳集团、亿阳信通合同

十九条以及重整计划的

纠纷执行案，案号为（2019）黑 01

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

执 531 号，并于 4 月 10 日作出执行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

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

经核查，在亿阳集团重整过程中，光

除。因此，光宇蓄电池

宇蓄电池就本案债权未向亿阳集团

应当在法院受理亿阳集

申报债权，光宇蓄电池可以根据重整

团破产申请后协助办理

计划规定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向亿

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手

阳集团主张债权清偿。

续。

黑 01 执
2023.10.25

531 号

止

池”
）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十九条以及重整计划的

北京鼎

6

成典当

北京

2017.11.6

行有限

市东

起

公司

城区

2023.11.2

（简称

人民

止

“鼎成

法院

典当”
）

鼎成典当已向管理人经申报普通债

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

（2017）

权，经管理人审定、哈中院确认的债

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

京 0101

权金额为 13,139,491.71 元。经管理人

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

执 9186

确认，鼎成典当已获得现金清偿 10

除。因此，鼎成典当应

号

万元，剩余债权额通过债转股方式全

当在法院受理亿阳集团

部予以清偿。

破产申请后协助办理解
除财产保全措施的手
续。

并且，亿阳集团已将该项不动产抵押给了阜新银行。
6

根据《企业破产法》以及重整计划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
债务人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尚未解除对亿阳集团财产保全措施的债权人
（包括已完成债转股和未向亿阳集团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应当在本重整计划获
得法院裁定批准后协助办理解除财产保全措施的手续，包括但不限于诉讼程序和
执行程序中有关债务人财产的查封、冻结和扣押措施。因此，该项不动产交易过
户等没有实质性法律障碍，亿阳集团正在积极与人民法院沟通，但尚需时日，详
见《广东华商（长沙）律师事务所关于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亿阳集团股
份有公司不动产相关事项之法律意见书》。
3、该项不动产房屋总建筑面积为 6,597.60 平方米，房屋用途为综合楼，分
摊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996.01 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证号为京海国用（2009 转）
第 4922 号，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为出让，土地用途为综合用地，使用期限截至
2056 年 3 月 2 日。该项不动产于 2008 年 8 月竣工，为亿阳集团于 2009 年 12 月
外购所得。
4、截至本公告日，该项不动产账面原值 122,383,787.40 元，账面净值
95,497,599.11 元，目前，亿阳集团正在聘请审计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关联交易价格确定原则和方法
本次交易作价在参考评估结果的基础上协商确定。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
业务资格的浙江中联耀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浙联评报字
[2021]第 103 号，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本次评估以持续使用和公开
市场为前提，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对委估资产采
用市场法进行了评估。经实施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
得出如下结论：亿阳集团所持有的位于北京海淀杏石口路 99 号 1 幢（A/B 栋）
综合楼-01 层 0101 等 8 套办公房地产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值
为 34,197.00 万元（含增值税），评估增值 24,647.24 万元，增值率 258.09%。
交易价格确定为合计不低于 3.25 亿元（含增值税）且不高于评估值 3.4197
亿元（含增值税）。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或其子公司将以合计不低于 3.25 亿元（含增值税）且不高于评估值
3.4197 亿元（含增值税）作为交易价格收购亿阳集团名下不动产权证书号为 X
京房权证海字第 121878 号的不动产，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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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该项不动产收购所涉全部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具体交易方案的设计、交易文
件的协商及签署、交易的推进及交割等。不动产过户后三年内若公司因经营需要
等原因拟出售该项不动产，亿阳集团同意三年内以原交易价格回购。该项不动产
的交易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该项不动产的交易程序为：①公司及亿阳集团股东大会通过该项不动产交易
议案；②阜新银行为亿阳集团出具 3.5 亿元-4 亿元保函；③就不动产交易形成具
体的交易方案，并根据交易方案由亿阳集团与公司及/或其子公司签署具体交易
协议；④解除该项不动产保全措施；⑤亿阳集团和公司或其子公司办理该项不动
产过户手续（各付各税）；⑥阜新银行解除该项不动产抵押措施；⑦在该项不动
产不会再发生因亿阳集团的原因而被查封及抵押的情形、且公司已消除非经营性
资金占用与涉嫌违规担保事项的影响（以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为准）的前提
下，公司支付具体交易价款。
公司或其子公司支付具体交易价款的前提是：a、亿阳集团同意在其重整执
行完毕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 682,502,058.95 元等值的现金或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
的资产回购公司持有亿阳集团的全部股份；b、阜新银行同意向亿阳集团出具 3.5
亿元-4 亿元保函；c、若该项不动产过户登记在公司或其子公司名下后的三年内，
因公司经营需要等原因拟出售该项不动产，亿阳集团同意在三年内以原交易价格
回购；d、解除该项不动产的保全措施；e、亿阳集团与公司或其子公司办理完该
项不动产过户手续并解除该项不动产抵押措施，该项不动产不会再发生因亿阳集
团的原因而被查封及抵押的情形；f、公司已消除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与涉嫌违规
担保事项的影响（以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为准）。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亿阳集团拟向阜新银行申请 3.5 亿元-4 亿元保函。根据重整计划的规定，阜
新银行作为亿阳集团担保债权人，其享有亿阳集团名下不动产权证书号为 X 京
房权证海字第 121878 号的不动产的抵押权，亿阳集团为其在不动产评估值范围
内留债金额 323,624,155.68 元。为便于阜新银行出具相关保函，亿阳集团拟出售
该项不动产，将交易价款中 323,624,155.68 元专项用于清偿阜新银行的债务，并
相应解除该项不动产抵押措施。
综上，亿阳集团拟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公司出
售不动产给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等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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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原因及亿阳集团已将该项不动产提供给公司办公使用，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同意将亿阳集团《关于提请亿阳信通收购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不动
产的提案》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项提案需待 2021 年 4 月 14 日亿阳集团临
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均审议通过后，方可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
进行审议）。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6 日-12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亿
阳集团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提请亿阳信通收购亿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不动产的提案》，赞成票 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关联董事袁义祥先生、
王晓宁先生和韩东丰先生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并已
经独立第三方机构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估值合理，交易程序和付款条件均最大
限度保护了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因此，同意将该项提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关联董事应予以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并已
经独立第三方机构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估值合理，交易程序和付款条件均最大
限度保护了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及上市公司的合法权益的情形，
关联董事已按相关规则要求回避表决，不会对公司独立性和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因此，同意亿阳集团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该项提案内容，关联股东需回避表
决。
（四）审计委员会书面审核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并
已经独立第三方机构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
值作为定价依据，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交易程序和付款条件均最大限
度保护了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
续经营能力及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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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在对该项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
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五）监事会书面意见：
监事会认为：
公司控股股东亿阳集团提请公司收购其不动产相关事项，已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以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价值作为定价依据，交易价
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及独立性产生影响。
但考虑到本次交易的原因及参考公司历史上的同类交易案例，对交易后可能
发生的回购情况，建议回购定价应结合市场情况在不低于本次交易价格的基础上
有合理的溢价，确保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董事会在对该项提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 12 个月公司与亿阳集团不存在关联交易行为。

八、风险提示
基于以下情形，该项提案的执行具有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
资风险：
1、该项提案需待 2021 年 4 月 14 日亿阳集团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均审议
通过后，方可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进行审议。
2、该项不动产现仍处于有抵押和查封状态。但该项不动产交易过户等没有
实质性法律障碍，亿阳集团正在积极与相关人民法院沟通，但尚需时日。若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同意购买该项不动产，则公司在支付交易价款前，亿阳集团需先解
除该项不动产的抵押或查封等措施，令该项不动产产权明晰。
3、若阜新银行未在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后 5 日内向亿阳集团出
具 3.5 亿元-4 亿元保函，该项不动产交易终止。截至本公告日亿阳集团尚未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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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银行同意开具相关保函的书面确认，本次不动产交易具有不确定性。
4、公司或其子公司支付具体交易价款的前提是：a、亿阳集团同意在其重整
执行完毕之日起 36 个月内以 682,502,058.95 元等值的现金或有利于公司经营发
展的资产回购公司持有亿阳集团的全部股份；b、阜新银行同意向亿阳集团出具
3.5 亿元-4 亿元保函；c、若该项不动产过户登记在公司或其子公司名下后的三年
内，因公司经营需要等原因拟出售该项不动产，亿阳集团同意在三年内以原交易
价格回购；d、解除该项不动产的保全措施；e、亿阳集团与公司或其子公司办理
完该项不动产过户手续并解除该项不动产抵押措施，该项不动产不会再发生因亿
阳集团的原因而被查封及抵押的情形；f、公司已消除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与涉嫌
违规担保事项的影响（以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披露该交易的进展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九、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评估报告（如适用）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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