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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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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江西贛鋒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李良彬

中國‧江西
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李良彬先生、王曉申先生、
鄧招男女士及戈志敏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于建國先生及楊娟娟女士；
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劉駿先生、黃斯穎女士、徐一新女士及徐光
華先生。



 

证券代码：002460     证券简称：赣锋锂业      编号：临2020-090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江特电机签订锂盐生产线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已经获得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176.SZ，以下简称“江特电机”）董事会的审批，尚需取得江西

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锋锂业”或“公司”）董事会、

江特电机股东大会的批准和相关资产之抵押、质押权人同意，存在不

能获批的风险。 

2、本协议已对生效条件、各方权利义务、履行期限、违约责任

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协议各方也均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协议履行

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将

可能会导致协议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3、本协议将在2020-2023年度履行，对公司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对公司2021-2023年的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一、协议签署概况 

1、2020年8月19日，公司与江特电机、江特电机全资子公司江西



 

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特矿业”）、江特矿业控股子公

司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宜春银锂”）（以上三家

合称“江特电机及其子公司”）在江西省新余市签订锂盐生产线合作

协议，江特电机及其子公司拟将其于江西省宜春市拥有的利用锂云母、

锂辉石制备碳酸锂、氢氧化锂及副产品的生产线（具体包括“利用锂

云母年制备5,000吨碳酸锂及副产品综合利用项目”下属生产线、“利

用锂辉石年制备电池级、工业级碳酸锂10,000吨、氢氧化锂5,000吨扩

建项目”下属生产线以及“利用锂云母年制备10,000吨碳酸锂项目”

下属生产线，以下简称“锂盐生产线”）及其所在土地及厂房按照本

协议条款和条件全权交付予赣锋锂业自主进行生产、经营与管理，并

享有全部经营收益及承担所有经营损失。管理期间自2020年10月1日

起至2023年3月31日止，赣锋锂业共计应向江特电机及其子公司支付

合作管理费1.92亿元人民币（含税）。 

2、本协议已经获得江特电机董事会的审批，尚需取得赣锋锂业

董事会、江特电机股东大会的批准和相关资产之抵押、质押权人同意。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公司名称：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16100044XH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环城南路 581 号 



 

法定代表人：梁云 

注册资本：170,632.56 万元 

成立日期：1995 年 5 月 11 日 

截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江特电机前十大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股东性质 

江西江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240,875,533 14.12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宜春市袁州区国有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57,640,167 3.38 国有法人 

宜春市袁州区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47,428,694 2.78 国有法人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财通基金-安吉 61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47,428,693 2.78 其他 

天津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扬州远方产业

扶持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571,520 2.08 其他 

中央企业贫困地区(江西)产业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35,571,519 2.08 其他 

宜春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35,571,519 2.08 国有法人 

王新 31,700,000 1.86 境内自然人 

财通基金-宁波银行-财通基金-安吉 62 号单

一资产管理计划 
23,714,347 1.39 其他 

陈保华 10,655,829 0.62 境内自然人 

江特电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562,066.96 550,130.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5,468.14 155,723.71 

指标 
2019 年度 

（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9,452.08 90,97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444.63 277.1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923.58 19,111.68 

江特电机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 

2、公司名称：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0584035388E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区环城南路 581

号 

法定代表人：杜显彦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11 月 08 日 

江特电机持有江特矿业 100%的股权。 

江特矿业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41,955.24 244,63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28,785.40 121,740.42 

指标 
2019 年度 

（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6,030.07 14,745.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9,450.95 -7,042.2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231.46 13,193.97 

江特矿业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 

3、公司名称：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902568660810Y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医药工业园彬江特种机电产业基

地 

法定代表人：罗清华 

注册资本：8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01 月 25 日 

江特矿业持有宜春银锂 99.9917%的股权，辛毅敏持有宜春银锂

0.0083%的股权。 

宜春银锂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指标 
2019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0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233,635.00 235,371.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36,479.34 130,362.43 

指标 
2019 年度 

（经审计） 

2020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661.34 12,509.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2,086.28 -6,116.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7,093.57 12,632.44 

宜春银锂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 

4、江特电机及其子公司主要从事锂电产业、智能电机产业两大

板块业务，其锂云母及锂辉石加工碳酸锂生产线已经投产，具有良好

的履约能力。最近三年，公司与江特电机及其子公司未发生类似交易

情况。 

三、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一：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二：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甲方三：宜春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一、甲方二、甲方三于本协议中合称为“甲方”，甲方和乙

方于本协议中合称为“双方”，单称为“一方” 

1、甲方同意将锂盐生产线及其所在土地及厂房（以下统称“合

作资产”）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交付给乙方全权经营管理；乙方

同意在本协议约定的管理期限(“管理期间”)内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

条件对合作资产进行管理，并依本协议约定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

应的义务。 

2、于管理期间，乙方按照本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全面负责合作资

产的生产、经营、管理，并享有合作资产全部经营收益及承担所有经

营损失；甲方有权按照本协议约定获得乙方支付的管理费，但不参与

合作资产的生产、经营、管理，且不享有合作资产相关经营收益或承

担相关经营损失。 

3、于管理期间，乙方全面负责合作资产的生产、经营、管理，

具体包括： 

（1）主持合作资产的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2）拟定并组织实施合作资产年度经营计划和投资计划（包括

但不限于产销量、产品类别设置、定价方案等）； 

（3）拟定并组织实施合作资产的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4）拟定并组织实施合作资产管理机构及人员组成设置方案； 



 

（5）开展原材料采购工作、市场营销和销售工作； 

（6）与合作资产生产、经营、管理相关的其他事项。 

4、甲方承诺，甲方及甲方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将全力配合乙方

于管理期间对合作资产的生产经营管理。 

5、于管理期间，合作资产的产权隶属关系保持不变，合作资产

依法归甲方所有。 

6、本协议自以下条件均获得满足之日起生效： 

（1）本协议已经江特电机有权机构批准同意； 

（2）本协议已经赣锋锂业有权机构批准同意； 

（3）本协议项下的合作安排已经合作资产之抵押、质押权人同

意。 

7、双方同意，本协议项下的管理期间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止。 

8、为本协议之目的，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乙方将主导对锂盐

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甲方应积极配合前述技术改造并提供合理的支

持与协助；具体技术改造计划及技术改造费用将由甲乙双方共同协商

确定；相关技术改造费用将由甲方承担，并由乙方先行支付，并在

2020 年度管理费中予以抵扣，如 2020 年度管理费不足以抵扣前述技

术改造费用的，未能足额抵扣的技术改造费用在 2021 年度管理费中



 

予以抵扣。 

9、于管理期间，乙方共计应向甲方支付合作管理费(“管理

费”)19,200 万元人民币(含税)。 

10、双方同意, 乙方应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向甲方支付 2020 年

度管理费计 1,920 万元人民币, 于 2021 年 12月 31 日向甲方支付 2021

年度管理费计 7,680 万元人民币, 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向甲方支付

2022 年度管理费计 7,680 万元人民币, 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向甲方支

付 2023 年度管理费计 1,920 万元人民币。 

11、管理期间内，乙方有权选择以不高于合作资产账面价值的价

格自甲方购买合作资产。 

12、管理期间届满后，乙方有权选择 1)继续经营管理合作资产， 

或 2)终止经营管理合作资产，或 3)以不高于合作资产账面价值的价

格自甲方购买合作资产。乙方应于管理期间届满前 30 日（即 2023 年

3 月 1 日）之前，以书面形式将其拟选择的管理期间届满后安排通知

予甲方。如乙方未能于前述时限内通知甲方的，视为乙方同意继续经

营管理合作资产。 

13、如乙方选择以不高于合作资产账面价值的价格自甲方购买合

作资产，甲方应充分配合，且甲方应聘请经乙方认可的具有证券从业

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对合作资产进行审计评估，并由双方依据审计评



 

估结果协商确定具体交易金额。如甲方违反本条约定拒绝将合作资产

转让给乙方或因合作资产被抵押、质押等原因而无法将合作资产转让

给乙方，则甲方应按本协议项下乙方已支付的管理费及技术改造费用

以及乙方已支付的锂盐生产线员工工资的双倍金额对乙方进行赔偿。 

14、除尚未办理环评验收、安评验收及职业健康安全认证手续外， 

甲方已依法办理锂盐生产线相关的建设项目许可、登记、备案、验收

等程序。甲方应于本协议第2.4条约定的技术改造实施完毕之日起120

日内办理完毕锂盐生产线相关环评验收、安评验收及职业健康安全认

证手续，使锂盐生产线满足法律规定的正式生产条件。 

15、甲方未能如期办理完毕锂盐生产线相关环评验收、安评验收

及职业健康安全认证手续的，双方经协商一致可以将办理时限延后，

此种情形下乙方无需支付延后期间的管理费（计算公式为: 7,680 万元

x 锂盐生产线环评验收、安评验收及职业健康安全认证完成时限延后

天数/365），乙方有权在实际支付管理费时扣除前述金额；双方未能

就锂盐生产线相关环评验收、安评验收及职业健康安全认证手续办理

时限延后达成一致或因此影响锂盐生产线合法合规运营的，乙方有权

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全额补偿乙方依本协议约定已支付的管理费

及已先行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以及乙方已支付的锂盐生产线员工工

资。 



 

16、因甲方自身及甲方员工、客户、供应商等原因（以下统称“甲

方原因”）导致锂盐生产线技术改造未能如期实施完毕的，双方经协

商一致可以将技术改造期限延后，此种情形下乙方无需支付延后期间

的管理费（计算公式为: 7,680 万元 x 技术改造完成时限延后天数/365），

乙方有权在实际支付管理费时扣除前述金额；双方未能就技术改造完

成时限延后达成一致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全额补偿

乙方依本协议约定已支付的管理费及已先行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以

及乙方已支付的锂盐生产线员工工资。 

17、不存在涉及甲方合作资产的未决的、正在进行的或威胁的重

大索赔。除甲方尚待支付的部分工程款、设备款（具体清单请见本协

议附件四）外，不存在涉及甲方合作资产的任何债务。甲方保证不因

上述债务等甲方原因对本协议项下合作造成任何不利影响，如因上述

债务等甲方原因给乙方经营、管理合作资产造成任何损失，甲方应全

额赔偿；如因上述债务等甲方原因导致锂盐生产线无法正常运营的，

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要求甲方全额赔偿乙方受到的损失并将本协议

项下乙方已支付的管理费及技术改造费用以及乙方已支付的锂盐生

产线员工工资全额补偿给乙方。 

18、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期间内，如本协

议附件二及附件三所列示的合作资产因被实现质权和/或抵押权而无



 

法再由乙方实际利用的，乙方无需支付 2020 年度的管理费。前述情

况下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有权要求甲方全额补偿乙方依本协议第

2.4 条约定已先行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以及乙方已支付的锂盐生产线

员工工资。 

19、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的期间内，如本协

议附件二及附件三所列示的合作资产因被实现质权和/或抵押权而无

法再由乙方实际利用的，乙方无需支付 2021 年度的管理费。前述情

况下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有权要求甲方全额补偿乙方依本协议约

定已支付的管理费及已先行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以及乙方已支付的

锂盐生产线员工工资。 

20、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期间内，如本协

议附件二及附件三所列示的合作资产因被实现质权和/或抵押权而无

法再由乙方实际利用的，乙方无需支付 2022 年度的管理费。前述情

况下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有权要求甲方全额补偿乙方已先行支付

的技术改造费用以及乙方于 2022 年度已支付的锂盐生产线员工工资。 

21、在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的期间内，如本协

议附件二及附件三所列示的合作资产因被实现质权和/或抵押权而无

法再由乙方实际利用的，乙方无需支付 2023 年度的管理费。前述情

况下乙方有权解除本协议，且有权要求甲方全额补偿乙方已先行支付



 

的技术改造费用以及乙方于 2023 年度已支付的锂盐生产线员工工资。 

22、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成立劳动人事专门小组负责处理员工

离职及安置事务。对于乙方或乙方下属公司拟聘用的甲方三之部分员

工，甲方应自收到乙方提供的甄选名单后 30 日内完成相关员工离职

手续，甲方未完成离职手续的员工达到 20 人（含）以上的，乙方有

权以向甲方书面通知的方式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要求甲方全额补偿

乙方依本协议约定已支付的管理费及已先行支付的技术改造费用以

及乙方已支付的锂盐生产线员工工资。员工离职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经双方协商一致可由乙方先行代为垫付，并在管理费中予以抵扣。在

锂盐生产线因甲方原因无法正常运营且乙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的情

形下，乙方将与聘用的甲方三之部分员工解除劳动合同并进行清退，

前述清退员工过程中应支付予员工的任何补偿金及赔偿金应由甲方

承担。 

23、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规定的有关义务、所作

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事项，即视为该方（“违约方”）违约，因不可

抗力原因造成的除外。因违约方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全部履行、

不能部分履行或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

应赔偿非违约方相应损失。 

24、为本协议之目的，甲方同意将合作资产抵押、质押予乙方，



 

为甲方依据本协议应支付给乙方的补偿、赔偿提供担保。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1、赣锋锂业是全球主要的锂化合物生产商及金属锂生产商，与

江特电机的锂电产业具有较高协同性，其锂云母及锂辉石加工碳酸锂

生产线已经投产，本次合作有利于发挥公司已具备的矿产资源优势和

锂盐产品高端生产技术管理优势，进一步扩大公司高端锂盐产品的生

产规模和市场份额，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符合公司发展

战略。 

2、本协议将在 2020-2023 年度履行，对公司 2020 年度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影响较小，对公司 2021-2023年的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3、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影响。公司与交易对手

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已经获得江特电机董事会的审批，尚需取得赣锋锂业董事

会、江特电机股东大会的批准和相关资产之抵押、质押权人同意，存

在不能获批的风险。 

本协议已对生效条件、各方权利义务、履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

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协议各方也均具备履约能力，但在协议履行过程

中，如遇政策、市场环境等不可预计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将可能



 

会导致协议无法正常履行的风险。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最近三年，公司披露的框架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交易对手方 协议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的 

执行情况 

是否和预期 

存在差异 

德国大众 

约定未来十年将向德国大众及其

供应商供应锂化工产品，在锂材

料供应协议之外，德国大众还将

与公司在电池回收和固态电池等

未来议题上进行合作 

正在履行中 否 

LG化学 
2019年至2025年，由公司及赣锋

国际向LG化学销售氢氧化锂产品 

正在履行中 否 

特斯拉 

2018年-2020年，特斯拉指定其电

池供货商向公司及赣锋锂业全资

子公司赣锋国际采购电池级氢氧

化锂产品，年采购数量约为公司

该产品当年总产能的20%  

正在履行中 否 

BMW 
2020年-2024年，由公司及赣锋国

际向德国宝马指定的电池或正极

正在履行中 否 



 

材料供货商供应锂化工产品 

Altura 
2018年-2021年，公司对Altura生产

的部分锂精矿进行包销 
正在履行中 否 

    2、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及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监高的股份减持计划、持股变动情况、所持限售股

份解除限售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职务 股份减持计划 

本协议签订 

前三个月 

持股变动情况 

未来三个月内

所持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情况 

沈海博 高管 

自2020年4月22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拟减持240万股 

2020年5月19

日-20日实施 

减持154万股 

无 

杨满英 高管 

自2020年4月22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拟减持20万股 

无 无 

熊剑浪 

实际控制

人李良彬

家族成员 
 

自2020年4月22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拟减持150万股 

2020年5月19

日-20日实施 

减持100万股 

无 

李华彪 

实际控制人

李良彬家族

成员 

自2020年4月22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拟减持10万股 

无 无 

徐建华 高管 

自2020年5月12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拟减持10万股 

无 无 

傅利华 高管 自2020年5月12日起 无 无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拟减持3万股 

戈志敏 董事 

自2020年5月12日起

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拟减持3975股 

无 无 

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

股东及其他董监高 
无 无 无 

    七、备查文件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江西江特矿业发展有限公司、宜春

银锂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和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锂盐生

产线之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8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