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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
分內容而產生或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Singyes Solar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0）

(1)根據特別授權完成認購新股份
(2)董事委任及辭任

(3)主席辭任、行政總裁辭任和委任新主席
及

(4)變更董事會委員會成員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十六日的通函（以下簡稱「該通函」），內容有

關（其中包括）根據特別授權認購新股份、申請清洗豁免及特別交易，以及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的公告，內容有關股東特別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授

予清洗豁免及同意特別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表述與該通函

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特別授權完成認購新股份

董事會欣然宣佈，該通函「認購協議」章節下「認購條件」小節中所載的認購協議的

全部先決條件（「該等修件」）已獲達成或豁免（根據具體情況而定），且認購事項已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完成。



– 2 –

有關本公司離岸債務重組的最新進展，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的公告。

緊接完成前，本公司擁有834,073,195股已發行股份。於完成後，根據獨立股東於
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舉行的股東特別大會所授出之特別授權，已按認購價每股

認購股份0.92港元向認購人悉數配發及發行1,687,008,585股繳足認購股份。因此，
緊隨完成後，已發行股份數目為2,521,081,780股。

認購事項之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550,000,000港元。本公司擬將所得款項淨額用於(1)
本集團現有債務的重組，(2) 與整體重組工作有關的費用和支出，(3)為本集團現有
的EPC業務提供資金，(4)探索潛在的合併和收購機會；及 (5)如該通函所述，為本
集團的持續經營提供一般營運資金與正常化的融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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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購事項對本公司股權結構的影響

以下是本公司的股權結構：

(i) 緊接完成前；及

(ii) 緊隨完成後及於本公告日期

  (ii) 緊隨完成後及
股東名稱 (i) 緊接完成前 於本公告日期

  （附註3）
 股份數目 概約％ 股份數目 概約％

認購人 — — 1,687,008,585 66.92
Strong Eagle（附註1） 203,802,750 24.43 203,802,750 8.08
公眾股東（附註2）
前董事（附註3）
— 李宏博士 220,000 0.03 220,000 0.03
— 熊湜先生 185,000 0.02 185,000 0.02
— 卓建明先生 570,000 0.07 570,000 0.07
堅越有限公司（附註4） 67,064,000 8.04 67,064,000 2.66
其他公眾股東 562,231,445 67.41 562,231,445 22.22
    （附註3）
    

小計 630,270,445 75.57 630,270,445 25.00
    （附註3）
    

總計 834,073,195 100.00 2,521,081,78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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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Strong Eagle為203,802,750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並由劉紅維先生（本公司副主席
兼執行董事）、孫金禮先生、謝文先生（執行董事）、熊湜先生（前執行董事）及卓建
明先生（前非執行董事）分別擁有53％、15％、14％、9％及9％。劉紅維先生亦於
1,379,120份購股權中擁有個人權益，其全部行使可轉換為1,379,120股股份。

2. 公眾股東（包括本集團僱員）持有25,257,931股購股權（於本公告日期已歸屬
21,257,931份）。

3. 李宏博士、熊湜先生及卓建明先生已辭任董事，自完成起生效。辭任後，李宏博
士、熊湜先生及卓建明先生成為公眾股東。因此，緊隨完成後，公眾股東將持有
630,270,445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約25.00％）。本公司目前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1)(a)條所載的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

4. 堅越有限公司為本公司67,064,000股股份的實益擁有人，並以擔保權益持有人的身
份於58,785,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堅越有限公司由Linewear Assets Limited全資擁
有，後者由華融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全資擁有。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華
融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被視為於本公司125,849,000股股份（本公司15.09%已發行
股本）中擁有權益。華融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由Camellia Pacific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擁有其已發行股本的51%。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Camellia Pacific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被視為於本公司125,849,000股股份（本公司15.09%已發行
股本）中擁有權益。Camellia Pacific Investment Holding Limited由中國華融國際控股有
限公司全資擁有，後者由華融置業有限責任公司擁有其已發行股本的88.1%。因此，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華融置業有限責任公司被視為於本公司125,849,000股股份（本
公司15.09%已發行股本）中擁有權益。

5. 上表中若干數字及百分比數字已進行四捨五入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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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委任及辭任

董事會特此宣佈，自完成起立即生效：

1. 謝文先生辭任執行董事；

2. 熊湜先生辭任執行董事；

3. 李宏博士辭任非執行董事；

4. 卓建明先生辭任非執行董事；

5. 鄭清濤先生已獲委任為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

6. 王棟偉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7. 陳福山先生獲委任為執行董事；

8. 王素輝女士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及

9. 張健源先生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

新董事的履歷載列如下：

鄭清濤先生，45歲，自二零一七年三月起曾擔任水發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及水
發能源集團有限公司黨總支書記、主席兼總經理。自二零一四年二月至二零一七年

二月以及二零一二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四年二月，鄭先生曾出任山東水發天源水務集

團有限公司、梁山縣水務發展有限公司及山東聖都水務發展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兼主

席。他曾於二零零七年一月至二零一二年十月就職於山東水利工程總公司第一工程

公司，擔任總經理及黨支部書記，並於二零零一年九月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就職於

山東水利工程總公司第二工程公司，擔任副總經理。從一九九五年七月至二零零一

年九月，鄭先生就職於山東省第二水利工程局，曾擔任工程技術員、黨委秘書、團

委書記及黨委書記。鄭先生於二零零三年在中國曲阜師範大學獲得政治思想教育學

士學位，在企業高級管理方面擁有約20年經驗，並擁有約10年太陽能行業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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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先生已與本公司簽署為期三年的委任書，其可由其中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三個月之

書面通知予以終止。彼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上市規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鄭先生的任期仍有待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在其委任後的

本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上重選。鄭先生之薪酬將由本公司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參考

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職責以及現行市況而釐定，惟須經董事會調整及本公司股東批

准。

王棟偉先生，37歲，自二零一八年六月以來一直擔任水發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副總
經理。王先生於二零一八年五月至二零一八年六月擔任山東新奧能源發展有限公司

的總經理助理，並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八年四月擔任濟南新奧燃氣有限公

司的常務副總經理。二零一一年三月至二零一四年十月，他曾擔任青島新奧膠城燃

氣有限公司的首席會計師。王先生於二零零八年三月至二零一一年二月就職於萊陽

新奧燃氣有限公司，於二零零六年四月至二零零八年三月就職於青島新奧膠南燃氣

有限公司，均擔任財務部主管。自二零零四年八月至二零零六年三月，王先生擔任

諸城新奧燃氣有限公司的財務部主管會計師。自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四年七月，他

擔任淄博華慶耐火材料有限公司的會計師。王先生於二零一二年在中國中南財經政

法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並於二零零三年在中國山東經濟學院（現稱為山東

財經大學）獲得會計學學士學位。他在能源領域擁有約15年高級管理經驗。

王先生已與本公司簽署為期三年的委任書，其可由其中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三個月之

書面通知予以終止。彼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上市規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王先生的任期仍有待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在其委任後的

本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上重選。王先生之薪酬將由董事會參考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

職責以及現行市況而釐定，惟須經董事會調整及本公司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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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福山先生，47歲，自二零一九年起擔任水發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副總經理。在
二零一四年八月至二零一八年七月期間，陳先生曾擔任浦發銀行菏澤分行的市場營

銷總經理、黨委委員與行長助理，以及鄆城分行的行長。於二零一四年六月至二零

一四年七月，他擔任萊商銀行菏澤分行的風險管理總經理。陳先生於二零一一年五

月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以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一年五月，分別擔任萊商銀

行鄆城分行的行長以及菏澤分行的業務部總經理。他曾就職於中國建設銀行，在二

零零七年一月至二零一零年十月擔任單縣支行行長，在二零零六年二月至二零零六

年十二月擔任鄆城支行副行長。在一九九四年八月至二零零六年一月期間，陳先生

曾擔任中國建設銀行菏澤分行的國際業務結算員、儲蓄專櫃主任、信貸員和信貸經

營部副經理以及客戶評價中心主任。陳先生於二零零一年畢業於中國山東經濟學院

（現稱為山東財經大學）國際金融專業，他在審計、財務管理、金融及首次公開發行

等方面擁有約25年經驗。

陳先生已與本公司簽署為期三年的委任書，其可由其中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三個月之

書面通知予以終止。彼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上市規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陳先生的任期仍有待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在其委任後的

本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上重選。陳先生之薪酬將由本公司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參考

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職責以及現行市況而釐定，惟須經董事會調整及本公司股東批

准。

王素輝女士，43歲，自二零一九年三月起擔任水發集團有限公司能源業務部副總
經理。從二零一六年至二零一八年，她擔任水發集團有限公司的資產運營部業務經

理。二零零四年至二零一一年，王女士擔任新聯誼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師、高級經

理及管理諮詢部副主任。王女士於二零零四年在中國山東科技大學獲得碩士學位，

並且是中國註冊會計師協會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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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女士已與本公司簽署為期三年的委任書，其可由其中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三個月之

書面通知予以終止。彼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上市規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王女士的任期仍有待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在其委任後的

本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上重選。王女士之薪酬將由本公司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參考

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職責以及現行市況而釐定，惟須經董事會調整及本公司股東批

准。

張健源先生，38歲，自二零一七年四月起擔任水發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的投資部經
理，現擔任山東水發燃氣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二零一六年六月至二零一七年

四月，他擔任山東銀豐建設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的財務總監。二零一二年七月至二零

一六年六月，張先生擔任力諾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財務管理部主任、財務管理

中心副財務總監與主管。二零一零年一月至二零一二年六月，他擔任北京盛達森國

際工程承包有限公司駐赤道幾內亞共和國分公司財務經理。在二零零三年七月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期間，張先生擔任山東省建設建工（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附屬公司的

會計師和總會計師。張先生於二零零三年畢業於中國山東財政學院（現稱為山東財

經大學），主修金融。此外，他在光伏新能源、投資、併購、財務管理以及在岸和

離岸項目領域擁有約16年經驗。

張先生已與本公司簽署為期三年的委任書，其可由其中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三個月之

書面通知予以終止。彼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上市規則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

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張先生的任期仍有待根據本公司的公司細則在其委任後的

本公司第一次股東大會上重選。張先生之薪酬將由本公司董事會及薪酬委員會參考

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職責以及現行市況而釐定，惟須經董事會調整及本公司股東批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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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鄭清濤先生、王棟偉先生、陳福山先生、王素

輝女士及張健源先生 (i)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 (ii)於
過往三年未在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其他公眾公司中擔任任何其

他董事職務；(i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沒有任
何關係；(iv) 概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與鄭清濤先生、王棟偉先生、陳福山先生、王

素輝女士及張健源先生之委任有關的其他事項需敦請股東及聯交所垂注，亦無其他

資訊須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 (v)條予以披露。

本公司謹此歡迎新董事加入董事會。

各辭任董事謝文先生、熊湜先生、李宏博士及卓建明先生均確認彼與董事會均無異

議，亦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的事項需敦請股東及聯交所垂注。

董事會對謝文先生、熊湜先生、李宏博士及卓建明先生在各自的任期內為本公司做

出的寶貴貢獻表示衷心感謝。

謝文先生、熊湜先生及卓建明先生辭任後，他們將繼續擔任本集團高級管理團隊的

成員。

主席辭任、行政總裁辭任和委任新主席

主席辭任

劉紅維先生已辭任董事會主席，並獲重新委任為董事會副主席，自完成起生效。劉

紅維先生亦已辭任本公司行政總裁，惟其仍擔任執行董事及本集團其他職務。

劉紅維先生確認彼與董事會無異議，亦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的事項需敦請股東及聯

交所垂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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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紅維先生，55歲，為本公司董事會副主席兼執行董事。彼自一九九五年八月起
加盟本集團。彼負責本集團整體業務策略及政策的制定及執行，以及本集團整體管

理。劉先生於玻璃製造領域擁有逾12年經驗，並於幕牆工程領域擁有逾16年經驗。
劉先生一九八六年七月獲武漢工業大學（現時稱為武漢理工大學）頒發無機材料工程

專業學士學位後，於陝西玻璃廠（一家玻璃製造國有企業）擔任技術員至一九八九

年。自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劉先生於珠海玻璃廠（一家玻璃製造企業）擔任生

產部部長。自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五年，劉紅維先生擔任珠海興業安全玻璃經營部

經理。一九九五年，珠海興業安全玻璃與珠海市鄉鎮企業聯合成立了珠海興業綠色

建築科技有限公司（「珠海興業」），前稱珠海興業幕牆工程有限公司。自二零零三年

十一月起，劉先生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自一九九五年八月至二零零七年十月，劉

先生獲委任為珠海興業總經理，負責整體技術監督及控制事宜。於二零零零年十二

月，劉先生獲廣東省建設廳特許為一級項目經理。於二零零一年一月，劉先生獲廣

東省人事廳特許為高級建築材料工程師。於二零零三年，劉先生擔任武漢理工大學

兼任教授。於二零零四年八月，劉先生獲委任為中國建設部幕牆門窗標準化技術

委員會專家之一。劉先生目前為中國珠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成員。劉先生亦為

本公司控股股東Strong Eagle Holdings Ltd. 之董事及股東，持有Strong Eagle的53％
已發行股本，後者於本公告日期持有本公司203,802,75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
本約8.08％）。因此，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劉紅維先生被視為於Strong 
Eagle實益擁有的203,802,75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劉先生亦於1,379,120份購股權中
擁有個人權益，其全部行使可轉換為1,329,120股股份。

劉先生已與本公司簽署為期三年的委任協議，期限屆滿可續約，其可由其中一方向

另一方發出三個月之書面通知予以終止。彼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及上市規則於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退任及重選連任。劉先生之薪酬乃由本公司董事會及薪

酬委員會參考彼於本公司之職務及職責以及現行市況而釐定，惟須經董事會調整及

本公司股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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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劉紅維先生 (i)概無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
擔任任何其他職務； (ii)於過往三年未在其證券於香港或海外任何證券市場上市的
其他公眾公司中擔任任何其他董事職務；(i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
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沒有任何關係；(iv) 概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
第XV部所界定之任何權益。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知悉與劉紅維先生之
委任有關的其他事項需敦請股東及聯交所垂注，亦無其他資訊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 (v)條予以披露。

委任新主席

鄭清濤先生已獲委任為董事會新主席，自完成起生效。鄭清濤先生的履歷詳情載於

上文「董事委任及辭任」一段。

變更董事會委員會成員

委任新董事後，劉紅維先生已由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主席重新任命為

該委員會的成員，並繼續擔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成員。謝文先生辭

任後不再擔任提名委員會成員，熊湜先生辭任後不再擔任薪酬委員會成員。

董事會宣佈，鄭清濤先生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及薪酬委員會成員，自完成起

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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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完成起，董事會各委員會的組成如下：

董事會委員會 組成

審核委員會 易永發先生（主席）
 譚洪衛博士

 王京博士

薪酬委員會 譚洪衛博士（主席）
 王京博士

 易永發先生

 鄭清濤先生

 劉紅維先生

提名委員會 鄭清濤先生（主席）
 劉紅維先生

 譚洪衛博士

 王京博士

 易永發先生

 承董事會命

 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鄭清濤先生

香港，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鄭清濤先生（主席）、劉紅維先生（副主席）、王棟偉先生
及陳福山先生，非執行董事為王素輝女士及張健源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
博士、易永發先生及譚洪衛博士。

董事就本公告所載資料之準確性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並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
後確認，就彼等所深知，本公告所表達一切意見乃經審慎周詳考慮後始行作出，且
本公告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致使本公告所載任何聲明有誤導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