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韶钢 股票代码

000717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二 李怀东

电话

0751-8787265 0751-8787265

传真

0751-8787676 0751-8787676

电子信箱

sgss@sgis.com.cn sgss@sgis.com.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9,009,659,574.56 9,556,736,410.40 -5.7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0,975,305.85 -783,075,093.86 1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39,592,278.63 -784,834,175.90 94.9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41,938,741.50 1,232,796,824.72 8.85%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66 -0.469 101.4%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066 -0.469 101.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0.32% -18.26% 101.7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21,049,615,675.29 20,487,986,231.78 2.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4,223,482,642.50 2,730,427,385.04 54.68%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88,446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宝钢集团广东

韶关钢铁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36.27% 605,512,890

王家宜 境内自然人

0.71% 11,793,291

项立新 境内自然人

0.41% 6,786,115

陈转枝 境内自然人

0.23% 3,880,000

陈秋林 境内自然人

0.19% 3,174,940

周天成 境内自然人

0.16% 2,630,200

吴静 境内自然人

0.13% 2,126,858

魏茂林 境内自然人

0.12% 1,990,000

林芸 境内自然人

0.11% 1,771,203

林军 境内自然人

0.11% 1,764,892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

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

如有

）

本公司持股

5%

以上股东

（

仅韶关钢铁一家

）

以及包含其在内的前十名股东所持股全部为

人民币普通股

，

均未参与融资融券

、

软融通业务

。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 年上半年，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我国经济增长不断放缓，钢铁行业供需矛盾更加突出，竞争激

烈。钢价在年初的短暂反弹后不断下行，公司每吨钢材销价同比降低 399元。面对严峻的市场形势，公司上

下一心，精益管理，一举实现扭亏为盈。

2013年上半年，公司产铁 294 万吨，同比增长 11.14%；产钢 291 万吨，同比增长 11.04%；产钢材 278 万

吨，同比增长 8.69%；销售钢材 260万吨，同比增长 4.66%；实现营业收入 90.1亿元，同比下降 5.72%；营业利

润 -0.05亿元， 同比增长 99.44%； 利润总额 0.27 亿元， 同比增长 103.05%； 净利润 0.11 亿元， 同比增长

101.40%。

2013年上半年，公司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加快机构改革步伐，大幅提高了管理效能；二是研判市

场，把握市场机遇进行机会采购，增加与宝钢集团的协同，大幅降低了原燃材料的采购成本；三是推行集中

一贯制管理，稳步理顺生产组织，工序成本同比降低 5 亿元；四是深化营销管理，推行期货销售，优化售后

服务，提升了品牌价值；五是强化资金的管理，融资成本大幅下降，降低财务费用 2亿元。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 2012年 3月 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 2012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会计估计变

更的议案》，详见 2012年 3月 30日发布的“临 2012－17” 临时公告。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涉及此事项。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本报告期合并范围新增一家全资子公司,为公司于 2013年 1月投资人民币 4800万元新设的全资贸易

类子公司广东韶钢国贸贸易有限公司。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本公司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证券代码： 600566� � � �证券简称：洪城股份 公告编号：2013-029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出售交易完成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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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与荆州市亮涵

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签署了《资产转让协议》，本公司以 6,000 万元的价格向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出

售本公司所属的位于荆州市沙市区白云路铸造部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构）筑物、设备（含工装模具）和

土地使用权。 2011年 12月 30日，公司召开 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上述资产出售的相关

议案。

截止到 2013年 8月 20日，本次资产出售所得款项已全部到账，所涉转让资产已全部移交荆州市亮涵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 双方已按照相关法律程序办理完资产过户手续， 公司与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于

2013年 8月 19日签署了《关于资产转让最终清算的备忘录》。

至此，本次资产出售全部事宜均已完成，所产生的资产转让收益为 3,399.29 万元，将对公司 2013 年度净

利润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数据以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特此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洪城股份 证券简称：600566� � � �公告编号：2013-030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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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时间：2013年 8月 20日 9:0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 8月 20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3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69,427,07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0.24

其中

：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03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26,336,93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9.06

（三）大会主持情况及合规性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洪运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0 人（王洪运、邓燕石、王速建、胡勇、王雄文、涂继武、刘梅清、叶建木、朱永

平、徐长生），杜涛玉因出差未出席；公司监事 5人，出席 4人（李洪兴、胡彦、张军仿、李季），谭志华因病未出

席；公司董事会秘书王速建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张颜良、张云海、周谊爽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

例

（

%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

例

（

%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

例

（

%

）

是否通

过

1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相关法定条件的议案

38,988,206 95.38 1,269,375 3.11 620,133 1.51

是

2

关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置换及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的议案

——— ——— ——— ——— ——— ——— ———

2.1

重大资产置换

38,661,046 94.58 1,483,945 3.63 732,723 1.79

是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 ——— ——— ——— ——— ——— ———

2.2

发行股份类型

38,659,946 94.57 1,483,945 3.63 733,823 1.80

是

2.3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38,659,946 94.57 1,512,545 3.70 705,223 1.73

是

2.4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

准日和发行价格

38,388,796 93.91 1,960,495 4.80 528,423 1.29

是

2.5

发行数量

38,388,796 93.91 1,960,495 4.80 528,423 1.29

是

2.6

锁定期安排

38,659,946 94.57 1,483,945 3.63 733,823 1.80

是

2.7

期间损益

38,659,946 94.57 1,483,945 3.63 733,823 1.80

是

2.8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38,659,946 94.57 1,483,945 3.63 733,823 1.80

是

———

募集配套资金

——— ——— ——— ——— ——— ——— ———

2.9

发行股份类型

38,659,946 94.57 1,483,945 3.63 733,823 1.80

是

2.10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38,204,446 93.46 1,939,445 4.74 733,823 1.80

是

2.11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

准日和发行价格

38,388,796 93.91 1,755,095 4.29 733,823 1.80

是

2.12

发行数量

38,388,796 93.91 1,755,095 4.29 733,823 1.80

是

2.13

募集资金用途

38,659,946 94.57 1,483,945 3.63 733,823 1.80

是

2.14

锁定期安排

38,659,946 94.57 1,483,945 3.63 733,823 1.80

是

2.15

拟上市的证券交易所

38,659,946 94.57 1,483,945 3.63 733,823 1.80

是

3

关于批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审计报告

、

评估报告的议

案

38,555,296 94.32 1,474,025 3.61 848,393 2.07

是

4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

规定的说明的议案

38,659,946 94.57 1,369,375 3.35 848,393 2.08

是

5

关于签订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协议的议案

38,659,946 94.57 1,369,375 3.35 848,393 2.08

是

6

关于

《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及

其摘要的议案

38,659,946 94.57 1,269,375 3.11 948,393 2.32

是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全权办理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相关事宜的议案

67,209,304 96.81 1,269,375 1.83 948,393 1.36

是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江苏济

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

司股份的议案

38,659,946 94.57 1,269,375 3.11 948,393 2.32

是

9

关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构成

关联交易的议案

38,659,946 94.57 1,269,375 3.11 948,393 2.32

是

上述议案 1至议案 6、议案 8至议案 9涉及到关联交易事项，荆州市洪泰置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均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姜瑞明、郑超律师做见证，并出具了《北京国枫凯文律

师事务所关于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洪城股份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洪城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8月 20日

●报备文件

1、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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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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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与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办理公司铸造部资产出售相关结算事宜，该事项可能对公司净利润产生较大影响，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8 月

19日起停牌。

2013年 8月 20日，公司与荆州市亮涵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办理完毕相关结算手续，至此，上述资产出售全

部事宜均已完成，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3年 8月 20日发布的《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出售交易

完成公告》。 公司股票将自 2013年 8月 21日起复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洪城通用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日

1、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湖北宜化 股票代码

00042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强炜 贺杨

电话

01063704082 01063704082

传真

01063704177 01063704177

电子信箱

zyj@hbyh.cn zyj@hbyh.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8,323,842,413.28 9,382,736,624.42 -11.2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05,718,638.64 474,476,517.93 -56.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62,990,052.12 441,807,566.65 -63.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744,722,315.66 1,229,465,669.00 -39.4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9 0.528 -56.63%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29 0.528 -56.6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29% 8.68% -5.39%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30,620,163,921.58 29,468,018,142.58 3.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6,264,315,125.14 6,144,522,606.80 1.95%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81,779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湖北宜化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85% 151,326,189 23,795,783

冻结

23,795,783

中诚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2013

年恒丰盈

富股票投资单

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2% 36,964,692

华融国际信托

有限责任公

司

－

华融

·

融汇

1

号证券投资

单一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2% 36,073,818

中国民生银

行

－

银华深证

100

指数分级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8% 9,659,059

中国银行

－

易

方达深证

100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5% 8,569,916

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

司

－

分红

－

个

人分红

-

005L-FH002

深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95% 8,550,663

中国工商银

行

－

融通深证

100

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8% 6,980,342

中国银行

－

嘉

实沪深

300

交

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

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61% 5,453,126

中国工商银

行

－

国投瑞银

瑞福深证

10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2% 3,804,501

中国工商银

行

－

华夏沪深

300

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41% 3,684,26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

（

如有

）

公司股东刘潇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768,5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0.09%

；

公司股东邵巍巍通过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

份

1,229,031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0.14%

；

公司股东杨小东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份

519,209

股

，

占公司总股本

0.06%

；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由于国内化肥、化工产能过剩问题加剧，和同行业一样，公司主导产品尿素、磷酸二铵的

市场价格较 2012年同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聚氯乙烯低迷的市场状况亦未有改善。 上半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 83.4亿元，同比下降 11.29%，营业利润 3.91亿元，同比下降 54.69%。

由于投资建设松滋 2*28 万吨磷酸二铵和新疆 60 万吨聚氯乙烯 50 万吨烧碱项目（一期），报告期内，

公司新增负债 13亿元，期末资产负债率达到 75.08%。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037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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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宜化” ）拟通过贵州兴义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公司” ）提供 3,000 万元委

托贷款；

2、本次委托贷款期限为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 12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 15%；

3、本议案已经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3-039）

一、委托贷款概述

2013年 8月 19日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贵州宜化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委托贵州

兴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安达公司提供 3,000万元贷款，用于安达公司经营周转。委托贷款期限为

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 12 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 15%，利息按月收取，到期日未付利息利

随本清。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

二、借款人情况介绍：

名 称：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贵州省兴义市桔山办花月村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 3月成立

法定代表人：易江萍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仅限于本公司开发项目），建材、钢材销售。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安达公司总资产 26,068万元，总负债 3,49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3.39%。（未经

审计）

易江萍、江春淇为安达公司股东。 易江萍持股 92.2%、江春淇持股 7.8%。

三、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12个月，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计算。

委托贷款利率及利息的计付：固定年利率 15%，利息按月收取，到期日未付利息利随本清。

担保方式：安达公司以其持有的“蓝天花园丽景台项目” 用地 49.65 亩净地提供抵押担保(土地证号:兴

市国用（籍）第 20050047 号）；贵州安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达旅游公司” ）提供无限连带责

任担保；借款人全体股东易江萍、江春淇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四、抵押物情况介绍：

上述用于抵押土地于 2004年以出让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年限 50年。 按照目前市场交易价格评估，

该土地使用权价值约 9000万元，按该评估值计算，本次借款抵押率为 33.3%。

五、担保人情况介绍：

名称：贵州安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兴义市桔山办机场大道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 7月成立

法定代表人：易江萍

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万元

主营业务：旅游景点开发，园林绿化，省际包车客运、县际包车客运，洗浴、住宿服务（凭许可证经营）；

餐饮（由取得许可证的分子机构经营）。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安达旅游公司总资产 16,404万元，总负债 53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24%。（未

经审计）。

借款人及担保人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委托贷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使公

司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项目，本次委

托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借款人信誉良好，并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措施，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向安达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次委托贷款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安达公司信誉良好，且担保抵押率充足，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

小，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我们同意贵州宜化为安达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八、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3,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49%。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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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委托贷款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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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贵州宜化” ）通过贵州花溪农村合作银

行明珠支行，拟向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瑞公司” ）提供 4,500万元委托贷款；

2、本次委托贷款期限为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 6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 15%；

3、本议案已经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3-039）

一、委托贷款概述

2013年 8月 19日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贵州宜化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保障投资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委托贵州花溪农村

合作银行明珠支行向安瑞公司提供 4,500万元贷款，用于安瑞公司经营周转。委托贷款期限为自签署委托贷

款协议之日起 6个月；委托贷款利率为固定年利率 15%，利息按月收取，到期日未付利息利随本清。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

二、贷款人情况介绍：

名 称：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安顺市老大十字荣健大厦 11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 10月成立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市政建设，园林绿化、建材销售（不含木材）。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安瑞公司总资产 19,173万元，总负债 1,973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0.29%。（未经

审计）

周强、周志忠、苏胜金为安瑞公司股东，其分别持股 34%、33%及 33%。

三、委托贷款基本情况

委托贷款金额：人民币 4,500万元。

委托贷款期限：6个月，自签署委托贷款协议之日起计算。

委托贷款利率及利息的计付：固定年利率 15%，利息按月收取，到期日未付利息利随本清。

担保方式：安瑞公司以其持有的“大中华财富中心” 项目用地 17.4 亩土地提供抵押担保(土地证号：安

国用（2013）第 299号，地类（用途）：批发零售、城镇住宅，使用权类型：出让）；安瑞公司以其持有的“大中

华财富中心” 项目 1.44 万平方米房地产开发在建工程提供抵押担保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号： 建字第

520000201308597 号）；安顺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顺西苑公司” ）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

保；借款人全体股东周强、周志忠、苏胜金提供个人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四、抵押物情况介绍：

上述用于抵押土地 2013年以出让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年限批发零售 40 年、城镇住宅 70 年。 按照

该宗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评估，该土地使用权价值约 11,820万元。

上述用于抵押在建工程，按照目前市场交易价格评估，该在建工程价值约 14,000万元。

以上抵押物总价值约 25,820万元，本次借款抵押率为 17.4%。

五、担保人情况介绍：

名称：安顺西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顺开发区西航路 14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 3月成立

法定代表人：周强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92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代征代建、建筑材料、小五金。

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安顺西苑公司总资产 9,790万元，总负债 4,244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3.4%。

（未经审计）。

借款人及担保人与本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六、委托贷款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使公

司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项目，本次委

托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借款人信誉良好，并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向安瑞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次委托贷款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安瑞公司信誉良好，且担保抵押率充足，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

小，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 我们同意贵州宜化为安瑞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八、公司累计委托贷款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委托贷款 7,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2%。 公司已对

外提供的委托贷款无逾期的情况。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2013-039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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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于 2013年 8月 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与董

事 11名，实参与董事 11�名，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子公司贵州宜化向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

日公告 2013-037）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向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次委托贷款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贵州省兴义市安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誉良好，

且担保抵押率充足，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

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贵州省兴义市安

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董事会意见：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

用效率，使公司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项目，本次委

托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借款人信誉良好，并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措施，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

2、关于子公司贵州宜化向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3-038）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前提下，向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可以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益。 本次委托贷款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信誉良好，且担保抵押率充足，

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经营及资金安全造成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委托贷款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利用关联交易进行利益

转移或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为贵州安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委

托贷款。

董事会意见：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以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

用效率，使公司自有资金取得较高的收益水平。

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所需资金的基础上，将自有资金用于风险相对可控的短期资金拆借项目，本次委

托贷款对公司日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借款人信誉良好，并为本次借款提供担保措施，该笔委托贷款风险较小。

3、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贷款授信提

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3-040）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为新疆宜化 50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新疆宜化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0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董事会意见：本公司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

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

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新疆宜化 50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

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 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4、关于召开公司 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3-041）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2013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3-042及半年度报告全文）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5500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公告 2013-043）

表决结果：同意 11�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为湖南宜化 5500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

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湖南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55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董事会意见：本公司为湖南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 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

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

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湖南宜化 5500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

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 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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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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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宜化” )向兴业国际

信托有限公司 50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新疆宜化 50000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

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

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新疆宜化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0000 万

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注册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吉木萨尔镇北庭路 4-13号

注资资本：35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张忠华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肥料、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危险化学品除外）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新疆宜化的资产总额为 816,651.60 万元，负债 587,

745.29�万元，所有者权益 228,906.31万元；2012年新疆宜化实现营业收入 107,217.20万元，净利润 28,938.70

万元。

上述被担保公司无重大仲裁、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共 24个月。

4、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新疆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

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新疆宜化 500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

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 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513,15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83.52%，其中：对外实际担保金额(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为 79,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2.99%；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433,351�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70.53%。 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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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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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基本事项：

（一）会议时间：2013年 9月 9日上午 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 15区 3号楼 6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股权登记日：2013年 9月 5日

（五）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的召开方式

（六）出席对象：

1、截止 2013年 9月 5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该等股东有权委托他人作为代理人持股东本人授权委托书参加会议，该代理人不

必为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3、公司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均已在公司指定媒体刊载，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

（一）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新疆宜化化工有限公司向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50000 万元贷款授信

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3年 8月 21日公告 2013-040）

（二） 关于公司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55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3年 8月 21日公告 2013-043）

三、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信函或传真方式。

2、登记时间：2013年 9月 5日交易结束后至股东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节假日除外）。

3、登记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 15区 3号楼 702室或股东大会现场。

4、登记和表决时需提交文件的要求：

法人股股东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证明文件或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出席人身份证；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个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

人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

四、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 15区 3号楼 702室

邮政编码：100070

电 话：010-63704082

传 真：010-63704177

电子信箱：zyj@hbyh.cn

联 系 人：贺杨

2、会议费用：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附:股东代理人授权委托书（样式）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本股东单位）出席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表决权限（请在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1、具有全权表决权；

2、仅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提及议案的表决权；

3、具有对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议案的表决权。

（部分议案表决权必须另外单独说明，并附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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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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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生产经营需要，本公司拟为其全资子公司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宜化” )向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55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本次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为湖南宜化 5500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公司生产经

营的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并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

序，无违规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同意公司本次为湖南宜化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

分行 5500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此项议案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湖南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湖南省冷水江市禾青镇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世杰

成立日期：2007年 7月 26日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湖南宜化的资产总额为 86,372.25 万元， 负债 56,

267.64�万元，所有者权益 30,104.61 万元；2012 年湖南宜化实现营业收入 102,363.34 万元，净利润 243.61 万

元。

上述被担保公司无重大仲裁、诉讼情况发生。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娄底分行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3、担保期限：借款合同生效之日开始到借款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共 12个月。

4、担保金额：人民币 55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为湖南宜化提供担保的行为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银监会联合下发的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 2005120号）的规定，且上述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担保后，本公司将与相关债权人签署担保协议，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本公司

对该债权人的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所述，本公司为湖南宜化 5500 万元贷款授信提供担保是可行的，该公司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自

身能够偿还所借贷款。 上述担保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关于对外担保的有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513,15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83.52%，其中：对外实际担保金额(含公司子公司相互担保的金额)为 79,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2.99%；对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为 433,351�万元（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 70.53%。 无逾期担保

六、其他

本次担保披露后，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七、备查文件

公司七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三年八月十九日

2013年 8 月 21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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