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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6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2022-003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一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

六日上午九点半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含独立董事）6 人，

实际出席董事 6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

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推荐，会议由任海亮董事主持，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

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

任海亮为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任海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任海亮的简历见附件。 

（二）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

任海亮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任海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三）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

任海亮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任海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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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四）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变更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的议案》； 

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任晓明因工作调整原因将不再兼

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一职，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同意聘任叶

旭燕女士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叶旭燕的简历见附件。 

（五）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

年产 6GWh 高性能锂电池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投资新建年产 6GWh 高性能锂电池项目总投资估算 183,300 万元，其中

固定资产投资约 143,300 万元，流动资金约 40,000 万元，项目建成并全部达产后预

计可新增 6GWh 高性能锂电池的产能，年新增销售收入约 345,130 万元，年利润总

额约 27,189 万元。 

《公司关于投资年产 6GWh 高性能锂电池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4）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同时刊登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的《证

券时报》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投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对外投资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 

（六）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

新建高效一体电感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投资新建高效一体电感项目总投资估算 111,767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

资约 77,767 万元，流动资金约 34,000 万元，项目将分三期实施，全部达产后预计可

新增 51.2 亿只一体电感的产能，年新增销售收入约 86,400 万元，年利润总额约 6,973

万元。 

《公司关于投资新建高效一体电感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详见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同时刊登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的《证券时

报》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投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对外投资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 

（七）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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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 1.5 万吨软磁铁氧体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投资年产 1.5 万吨软磁铁氧体项目总投资估算 51,328 万元，其中固定资

产投资约 33,328 万元，流动资金约 18,000 万元，项目将分三期实施，全部达产后预

计可新增 1.5 万吨软磁铁氧体的产能，年新增销售收入约 51,304 万元，年利润总额

约 7,497 万元。 

《公司关于投资年产 1.5 万吨软磁铁氧体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6）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同时刊登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的《证

券时报》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投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对外投资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 

（八）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

司投资年产 2.5GW 高效组件项目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拟投资年产 2.5GW 高效组件项

目投资估算 33,913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16,500 万元，流动资金约 17,413 万

元，项目建成并全部达产后预计可新增 2.5GW 高效组件的产能，年新增销售收入约

359,667 万元，年利润总额约 7,914 万元。 

《公司关于子公司投资年产 2.5GW高效组件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7）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同时刊登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的《证

券时报》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投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对外投资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 

（九）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设立

子公司并投资年产 2.2 万吨永磁铁氧体项目的议案》。 

公司拟与全资子公司东阳市东磁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磁新能源”）在

广西梧州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名称为梧州市东磁电子有限公司

（暂定名），注册资本 1,000 万元，公司占 90%股权，东磁新能源占 10%股权，以上

内容最终以工商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为准。 

梧州市东磁电子有限公司拟在梧州投资年产 2.2 万吨永磁铁氧体项目总投资估

算 12,432.8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 9,032.80 万元，流动资金约 3,400 万元，项

目将分二期实施，全部达产后预计可新增 2.2 万吨永磁铁氧体的产能，年新增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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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约 18,053 万元，年利润总额约 880 万元。 

《公司关于设立子公司并投资年产2.2万吨永磁铁氧体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8）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同时刊登在 2022 年 1

月 27 日的《证券时报》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投资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对外投资事项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对外投资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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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任海亮简历 

任海亮：男，中国籍，1976 年 12 月出生，大专学历。曾任公司进出口部门业务

员、科长、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太阳能事业部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2017 年

11 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2020 年 4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其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2020 年 7 月至今任宜宾金川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2020 年 12 月至今任江苏东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1 年 10 月至今

任泗洪东磁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泗洪东磁光伏发电有限公司董事、东磁可再生能

源有限公司董事。其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公司 5%以上股东、

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 2022 年 1

月 26 日，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000,000 股，通过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

司股份 623,143 股。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

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叶旭燕简历 

叶旭燕，女，中国籍，1971 年 3 月，本科学历，会计师。曾任文旅集团大厦财

务部会计、横店集团东磁有限公司助理会计、公司财务部科员、公司下属公司云南

东磁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财务科长、董事长。其最近五年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2011 年 8 月至 2021 年 12 月曾任云南东磁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董事、董事长。其未在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任职，与公司 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以下情形：

（1）《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

满；（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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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尚未届满；（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

个月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7）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