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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奥瑞金”或“本公司”、“公司”）及董事会

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2年第五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6月

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于2022年6月30日在北京市朝阳区建外大街永安里8

号华彬大厦6层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名，实

际参加董事9名（其中董事周云杰、陈中革、秦锋、吴坚、许文才、张力上以通

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

董事长周原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会董事人数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全体董事审议，通过了下列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公司拟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及《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董事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逐项自查，认为

公司各项条件满足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有关规定，具备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9，反对票数：0，弃权票数：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逐项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为推进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顺利进行，公司根据监管规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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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决定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方案进行调整，

具体如下： 

1、发行规模 

调整前：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的可

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含 100,000.00 万元），在考虑

从募集资金中扣除 29,970.00 万元的财务性投资因素后，本次拟发行的可转债募

集资金规模将减至不超过人民币 70,030.00 万元（含 70,030.00 万元）。具体募集

资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调整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和投资计划，本次拟发行的可

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含 100,000.00 万元），在考虑

从募集资金中扣除 3,000.00 万元的财务性投资因素后，本次拟发行的可转债募集

资金规模将减至不超过人民币 97,000.00 万元（含 97,000.00 万元）。具体募集资

金数额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9，反对票数：0，弃权票数：0。 

2、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调整前： 

本次拟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含

100,000.00 万元），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奥瑞金（枣庄）包装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6 亿只（一期 9 亿只）易拉罐配套项目 
36,473.53 24,500.00 

2 
奥瑞金（佛山）包装有限公司迁建水都

项目 
88,000.00 75,500.00 

合计 124,473.53 100,000.00 

在考虑从募集资金中扣除29,970.00万元的财务性投资因素后，本次拟发行的

可转债募集资金规模将减至不超过人民币70,030.00万元（含70,030.00万元），所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证券代码：002701        证券简称：奥瑞金       （奥瑞）2022－临 068号 

3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奥瑞金（枣庄）包装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6 亿只（一期 9 亿只）易拉罐配套项目 
36,473.53 24,500.00 

2 
奥瑞金（佛山）包装有限公司迁建水都

项目 
88,000.00 45,530.00 

合计 124,473.53 70,030.00 

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若不能满足上述全

部项目资金需要，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

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

置换。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调整后： 

本次拟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0,000.00 万元（含

100,000.00 万元），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奥瑞金（枣庄）包装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6 亿只（一期 9 亿只）易拉罐配套项目 
36,473.53 24,500.00 

2 
奥瑞金（佛山）包装有限公司迁建水都

项目 
88,000.00 75,500.00 

合计 124,473.53 100,000.00 

在考虑从募集资金中扣除3,000.00万元的财务性投资因素后，本次拟发行的

可转债募集资金规模将减至不超过人民币97,000.00万元（含97,000.00万元），所

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奥瑞金（枣庄）包装有限公司新建年产

16 亿只（一期 9 亿只）易拉罐配套项目 
36,473.53 24,500.00 

2 
奥瑞金（佛山）包装有限公司迁建水都

项目 
88,000.00 72,500.00 

合计 124,473.53 97,000.00 

项目总投资金额高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金额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本次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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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若不能满足上述全

部项目资金需要，资金缺口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

施进度不一致，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

置换。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投项目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9，反对票数：0，弃权票数：0。 

除上述调整外，原方案的其他条款不变，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

见。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且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方案为准。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公告》

与本决议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告。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

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同意公司对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进行修订并编制《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9，反对票数：0，弃权票数：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独

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同意公司对本次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进行修订并编制《奥瑞金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

稿）》。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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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9，反对票数：0，弃权票数：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

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独立董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

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出具承诺（修订稿）的议案》。 

鉴于公司对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公司就本次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对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发行完成后摊薄即期回报的影响进行

认真分析和计算，就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

指标的影响进行了更新。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9，反对票数：0，弃权票数：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的

风险提示及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的公告》与本决议同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公 告 。 独 立 董 事 意 见 详 见 巨 潮 资 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关于择期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鉴于公司目前工作安排等情况，公司董事会决定择期召开股东大会，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议案中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公司将在股东

大会召开前以公告形式发出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9，反对票数：0，弃权票数：0。 

三、备查文件 

（一）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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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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