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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18年11月份销售情况、

2018年12月-2019年1月份推盘安排及获取项目等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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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75.6万平方米，同比上升55.31%；实现签约金额143.9亿元，

同比上升52.20%。

2018年1-11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713.1万平方米， 同比上升8.43%； 累计签约金额

1336.9亿元，同比上升10.32%。

2018年12月-2019年1月有新推或加推盘计划的项目包括：东莞常平艺境花园、东莞石排艺

境湾、惠州石湾艺境公馆（原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地块）、广州香山湖、广州天河公馆、佛山艺

境天成、海口自在城、昆明巫家坝项目、清远英德格林公馆（原清远市英德体育馆东地块）、天

津滨海项目、天津精武镇、天津团泊湖、天津艺城华府、青岛连江路项目、青岛江山艺境、烟台黄

务项目、上海双都汇、上海朱家角项目、上海祝桥项目、上海九亭中心、南京G21项目、常熟南部

新城项目、常熟昆承项目、淮安金地中心、徐州四季连城·锦宸（原徐州2018-1号三环路地块）、

武汉仟佰汇、武汉悦海湾、武汉北辰阅风华、武汉金地保利褐石公馆、长沙三千府、郑州名悦、西

安中心风华、西安褐石公馆、重庆自在城、重庆中央公园、大连自在城、杭州临平北项目、慈溪中

京项目、嘉兴艺华名苑、南昌青云府、温州学院十一峯、温州都会外滩、温州都会壹号、温州都会

传奇等。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推盘计划也可能存在一定的调整，因此以上相关统计数据和推盘安排仅供投资者参考。

公司近期新增加项目如下：

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SY00-0019-0075地块位于北京市后沙峪镇顺义新城19街区，东至

裕庆路，南至双裕街，西至规划一路，北至规划双裕北街。项目占地面积66,475平方米，容积率

2.0，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132,950平方米。地块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70年。项目总

成交价为45亿元。

哈尔滨市No.2018HT035地块位于道里区青山路与哈双北路交口西北侧。项目占地面积49,

030平方米，容积率2.5，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122,575平方米。地块用途为商住用地，土地使用年

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项目总成交价为6.24亿元。

石家庄市正定新区[2018]-018号地块位于正定新区东南部，太行大街以西，崇仁街以东，丁

家庄路以南，河阳路以北。项目占地面积44,725平方米，容积率2.0，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89,450

平方米。地块用途为居住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项目总成交价为5.7亿元。

长春超凡大街地块位于长春市高新开发区，规划居住用地以东、宜居南路以南、规划居住

用地以北，超凡大街以西。项目占地面积65,974平方米，容积率1.4，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92,364

平方米。地块用途为住宅及商服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服40年。项目总成交价为5

亿元。

南京宇龙酷派项目位于南京市雨花区软件谷， 北至圣迪奥时装总部， 南至步步高通信项

目，东至华为路，西至宁丹路。地块占地面积20,044平方米，容积率3.0，计算容积率建筑面积60,

132平方米。地块用途为科研设计用地，剩余土地使用权年限47年。项目总成交价为1.37亿元。

昆明市西山区西福路草海地块位于昆明市西山区福海街道，北至锦绣花园、东至西福路、

南至加州枫景小区，西至草海水域。项目占地面积113,689平方米，综合容积率1.12，计算容积率

建筑面积127,718平方米。地块用途为住宅及商业用地，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70年，商业40年。项

目总成交价为14.13亿元。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2157� � � �证券简称：正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8一209

债券代码：112612� � � �债券简称：17正邦01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2016年股票期权部分激励对象自主

行权情况、部分2015年和2017年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2017年限制性股票预留部分授予登记及

2018年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情况， 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333,655,173元变更为2,363,

870,773元。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并取得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新《营业

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名 称：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00006124405335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上市）

住 所：江西省南昌高新技术开发区艾溪湖一路569号

法定代表人：程凡贵

注册资本：2,363,870,773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6年9月26日

营业期限：1996年9月26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畜禽饲料、预混料、饲料添加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添加剂

预混合饲料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5月19日止）；畜禽及水产品养殖、加工和销售；粮食收

购；饲料原料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

特此公告。

江西正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公告编号:2018-056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追加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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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18年8月28日，公司九届九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详见公司8月31日发布的《关于追加2018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公告》，编号：2018-035），同意公司2018年采购参股公司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电控电机动力总成系统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2018年12月7日，公司召开九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以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追加公司与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根据市场需

求计划追加采购该公司客车动力总成系统5.6亿元。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5%， 该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追加预计

金额

2018年已公告预计

金额

追加后预计金

额

本年度已发生

交易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

例（%）

电机电控等动力系统

零部件

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

技有限公司

56,000 5,000 61,000 560.28 0.14%

以上关联交易为本年度新增交易，追加的原因为新增公司关联方。

三、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1、基本情况

名称：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电驱动系统、燃料电池发动机、氢能装配、新能源作业车（包括纯电动及燃料电

池的叉车、场地车、场地作业车等）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及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该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且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该公司担任董事、本公司监事在该公

司担任监事，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

关联法人。

3、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于2017�年11月成立。2017年公司净资产为8,998.44万元 ,净利润-1.56万元。根据

公司制造新能源客车的技术要求，公司生产客车所需的电控电机系统供应商一直为大洋电机

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大洋电机)，该公司为公司长期战略合作伙伴。

2018年7月， 大洋电机将其所有客车电机制造业务转移至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山东通洋）进行制造，山东通洋是一家新成立公司，由我公司参股10%，控股股东为

大洋电机（持股比例88%）。主要生产电机动力系统、氢燃料电池系统等产品。产品质量和技术

要求全部符合大洋电机的产品要求。为保持公司产品的稳定性，延续公司一贯的技术路线，公

司拟采购山东通洋的电控、电机等动力总成系统。

四、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

对待，本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2、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

公司通过招标的方式，与大洋电机已签署框架采购协议，从山东通洋采购的电控电机等

动力总成系统不高于原有采购价格。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主要为公司采购生产客车所需的零部件，且通过招标方式确定，因此，公司

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会使公司形成对关联方的依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增加2018年公司与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额度5.6亿

元，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而作出的，调整后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将更客观的反

映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真实性、相关数据的准确性，是正常、合理的，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我们对该议案事前认可，并同意本次增加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

事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公告编号：2018-057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于2018年12月25日召开公司2018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四）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12月25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

下午15:00至2018年12月2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出席对象：

1、截至2018年12月20日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可委托代理人

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七）会议地点：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261号本公司一楼104会议室。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关于追加5.6亿元公司与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以上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关于追加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

告》（编号：2018-056），该议案表决时中小投资者将单独计票。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追加5.6亿元公司与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手续；

2、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代表为股东单位法定代表人的，请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8年12月21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个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持股凭证；

2、法人股东代理人需提交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亲自签署的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和持股凭证。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兴富、赵磊

联系电话：0635-8325577、8322765

联系传真：0635-8328905、8322166

2、会议费用：参与现场会议股东及委托人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

通知进行。

七、备查文件

公司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957” ，投票简称为“中通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8年12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2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12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

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

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指示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请在对应项目下打√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1.00

关于追加5.6亿元公司与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盖章）：

注意：授权委托书还应当注明如下信息：

1、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2、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和有效期

证券代码：000957� � � �证券简称：中通客车 编号：2018一058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十二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十二次董事会通知于2018年12月4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12月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8名。会议的召

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追加5.6亿元公司与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关于追加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同意公司根据市场需求，追加2018年公司与山东通洋氢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的采购额度

5.6亿元。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18－038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1月份产销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11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月数

去年同

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197,180 200,104 1,919,973 1,884,028 1.91% 198,400 205,258 1,895,049 1,871,622 1.25%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184,318 214,781 1,798,779 1,794,488 0.24% 180,662 217,156 1,798,133 1,780,535 0.99%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61,849 61,605 655,076 477,075 37.31% 63,006 54,098 632,138 467,092 35.3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140,895 232,949 1,756,124 1,965,472 -10.65% 181,278 223,002 1,845,832 1,903,678 -3.04%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11,257 8,972 112,610 94,503 19.16% 11,190 11,441 112,926 96,757 16.71%

上海申沃

客车有限公司

87 10 810 1,115 -27.35% 87 10 808 1,115 -27.53%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

有限公司

2,670 5,239 49,680 42,561 16.73% 3,510 3,683 54,237 37,960 42.88%

南京依维柯

汽车有限公司

2,699 3,084 28,193 28,118 0.27% 2,517 2,762 28,517 27,649 3.14%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2,025 1,208 26,976 10,751 150.92% 2,955 1,028 24,398 10,596 130.26%

合计 602,980 727,952 6,348,221 6,298,111 0.80% 643,605 718,438 6,392,038 6,197,004 3.15%

注：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从公

司之合资企业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收购了跃进牌汽车业务，自2018年1月1日起，跃进牌

汽车的产销量正式从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调出，计入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2017年同

期数据也相应追溯调整。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8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8-199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

决议公告（现场及通讯）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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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8

年12月6日以邮件的方式发出， 并于2018年12月7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仁贵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投资的议案》

公司下属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为宁城县高效节水

灌溉工程（2018年度）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方。基于项目建设需要，相关方拟共同设立项目公

司京蓝沐禾（宁城县）农业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1,515万元，股东及出资情况分别为：京蓝沐禾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持股

比例为99%；宁城县基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15万元，持股比例为1%。（上述

注册信息以工商核定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711� � �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8-200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对外投资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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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蓝沐禾“）为宁城县高效节水灌溉工程（2018年度）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方。基于

项目建设需要，相关方拟共同设立项目公司京蓝沐禾（宁城县）农业供水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项目公司”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15万元，股东及出资情况分别为：京蓝沐禾

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持股比例为99%；宁城县基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金

额为人民币15万元，持股比例为1%。（上述注册信息以工商核定为准）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事项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

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26558110612H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1153)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玉龙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乌力吉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灌溉、农村饮水、建筑用PVC、PE、PP给排水

管材及管件制造、销售；卷盘式、平移式、中心支轴式喷灌机等喷灌设备和滴灌带（管）、输配

水软管、过滤器、施肥器等微滴灌设备的生产、销售及安装；生态环境治理工程设计、建设、维

护及咨询；水利、电力、农业项目投资；农业机械、化肥、农膜、机电设备、建筑材料销售及进出

口业务；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农村灌溉用水井凿井

作业；沙地治理；种树、种草；水泥桩制作、网围栏刺线制作、架设；林木种子经营，飞播造林；

文体用品、日用品、电力设备、电线电缆、电器购销。

（注：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对其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拟对京蓝沐禾增资人民币8亿元，增资完成

后京蓝沐禾注册资本将增至人民币10亿元。目前已完成实缴资本人民币8亿元，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正在办理中。京蓝沐禾拟进行存续分立，京蓝沐禾继续存续，另派生成立沐禾智能装

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沐禾智能装备” ）。如后续对京蓝沐禾的增资全部实缴完成，分

立后京蓝沐禾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5亿元，沐禾智能装备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亿元，具体分

立方案尚需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4日发布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关于下属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拟分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70）。）

（二）宁城县基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29MA0MYRQT9R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宁城县天义镇哈河大街南侧（宁城县党政综合办公楼1542室）

法定代表人：王跃波

注册资本：12,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国有资产管理与投资

公司及京蓝沐禾与宁城县基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查询，宁城县基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名称：京蓝沐禾（宁城县）农业供水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1,515万元人民币

3、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天义镇园林路南段西侧（宁城县盐业支公司库房及分装销售

用房）2＃

4、股权结构：京蓝沐禾拟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持股比例为99%；宁城县基础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出资金额为人民币15万元，持股比例为1%。

5、投资方式：京蓝沐禾以自有资金出资

6、经营范围：农业供水、灌溉服务；给排水管材及管件制造、销售；生态环境治理工程设

计、建设、维护及咨询；水利、电力、农业项目投资；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林木种植培育经营、

植树造林等。

上述设立情况最终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目的

京蓝沐禾为宁城县高效节水灌溉工程（2018年度）项目的中标社会资本方，本次参与投

资设立项目公司，有利于保障中标项目的顺利实施，提升公司及京蓝沐禾的持续经营能力，

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京蓝沐禾进一步巩固北方市场，提升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和

竞争力。

2、存在的风险

项目公司的设立尚需工商管理部门批准，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投资事项的进展情况，

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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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优化公司业务结构及战略布局，促进

公司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000789� � �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18-64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担保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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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收到银行反馈回来的借款合同材料：

1、2018年9月26日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万年县支行签署了 10000万元借款合同， 合同编号为 36010120180002573号、

36010120180002576号，借款期限从2018年9月26日到2019年7月24日。子公司江西南方万年青水

泥有限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编号为：36100520160019408。

2、2018年11月26日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都支行

签署了6400万元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2018年于中银信贷字002号” ，借款期限为2018年11月

26日至2019年11月26日。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为该借款提供担保，担保合同编号为：

2018年于中银信业保字002号。

以上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28%,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了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担保额度授权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

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之间的担保总额为364,600万元。其中：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

（含直接和间接控股子公司，以下同）担保不超过122,400.00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为公

司担保不超过146,500.00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担保不超过66,800.00万元，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以资产抵押担保不超过28,900.00万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实际使用的担保额度为137,626.82万元。其中：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

公司担保13,159.32万元，子公司为公司担保85,999.00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之间担保23,

623.50万元，公司或子公司以资产抵押担保 14,845.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1997年9月5日；注册地点：江西省上饶市万年

县；法定代表人：江尚文；注册资本：陆亿壹仟叁佰叁拾陆万肆仟叁佰陆拾捌元整。经营范围：水

泥、熟料的生产与销售；水泥技术咨询；设备、房产租赁；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机电

产品及配件、技术的销售、出口、进口。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3年1月28日；注册地点：江西省赣州市

于都县禾丰镇；法定代表人：周帆；注册资本：贰亿元整。经营范围：水泥制造、销售；机电设备加

工、制造、安装；石灰石开采(凭有效许可证开采经营)。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与担保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三）被担保人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2017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1月1日-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

青水泥有限公司

749,789,646.72 409,496,397.08 340,293,249.64 612,922,117.21 141,096,993.97 119,833,942.15

2018年1-9月份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单位：人民币元）

被担保人

2018年9月30日 2018年1月1日-2018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江西于都南方万年

青水泥有限公司

727,941,598.02 316,276,975.22 411,664,622.80 551,749,722.60 214,347,056.26 182,060,230.45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6100520160019408)主要条款。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年县支行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的主债权及最高额：保证人自愿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形成的下列债权提供担保，债

权人自2016年7月27日起至 2019年7月26日止， 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该期间为最高额担保债权的确定期间。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大写金额）人民币玖

仟肆佰伍拾万元整。

2、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本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借款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

延履行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贷款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3、保证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保证人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其他约定：保证人的承诺、被担保债权的确定、保证责任的承担及违约责任等。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18年于中银信业保字002号）主要条款。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都支行

保证人：江西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债务人：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

1、被担保的主债权：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包括本金、利息（包括

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

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务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和一般保证。

3、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为主债券的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如主债权为分期清

偿，则保证期间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

4、争议的解决：本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可由各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双方同意采用与

主合同之约定相同的争议解决方式。 在争议解决期间， 若该争议不影响本合同其他条款的履

行，则该其他条款应该继续履行。

5、合同的生效：本保证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

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 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或总经

理或财务总监签署有关文件、 在授权额度内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借款和担保主体、 选择金融机

构。江西于都南方万年青水泥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子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是基于生

产经营的需要，不存在损害第三方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141,616.82万元（其中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公司之间的相互担保137,626.82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

为3,88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54%，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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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停牌进展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长春长生生物

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春长生” ）因违法生产、销售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Vero细

胞）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予以行政处罚（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18年10月16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公

告编号：2018-113）和《关于子公司收到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15））。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修改 〈关于改革完善并严格实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

见〉》、深交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以及《关于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18年11月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实施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退市公司

重新上市实施办法（2018年修订）〉的通知》的相关规定，公司可能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深交所启动对公司重大违法退市机制。因长春长生的违法行为，公司存在被暂停上市或

终止上市的风险。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防止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18年11月19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后续，深交所将根据相关规则作出是否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决定。如果

决定对公司股票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将依规依

序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上述退市风险警示期间为三十个交

易日，暂停上市期间为六个月。深交所作出终止上市决定后，公司股票交易进入退市整理期，

交易期限为三十个交易日。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

的信息为准。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

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生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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