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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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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12月27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李淑

香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李淑香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聘任李淑香女士为公司副总裁的相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李淑香女士不存在《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

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况。经审阅李淑香女士的个人简历等相关资料，我们认为其任职经历、专业能力、

职业素养符合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一致同意

聘任李淑香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特此公告。

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27日

附件： 李淑香女士简历

李淑香，中国国籍，女，汉族，1980年3月生，本科学历。

2002年至2003年任江苏天目湖旅游有限公司质检部副经理；2004年至2005年任溧阳市天

目湖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2006年至2008年任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总监；2009

年至2014年任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山水园景区分公司总经理；2015年至2016年任溧

阳市天目湖南山竹海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至今任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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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除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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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莎普爱思” ）于2018年12月27

日接到本公司控股股东陈德康先生的通知， 陈德康先生将其原质押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5,214.58万股， 于2018年12月26日办理了全部解除质押登

记手续；陈德康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占其目前所持有莎普爱思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的

45.30%， 占其目前所持有莎普爱思总股份的41.85%， 占莎普爱思总股本322,592,499股的

16.16%。 陈德康先生股权质押有关情况请见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本次解除质押后，陈德康先生所持有的莎普爱思股份不存在质押的

情形。

截至2018年12月27日，陈德康先生共持有莎普爱思股份124,616,303股，占莎普爱思总股

本的38.63%。其中，陈德康先生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5,116,300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

35.685%；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9,500,003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2.945%。

另外，陈德康先生已于2018年12月24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1,154,075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66%）协议转让给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的《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85）。

上述权益变动完成过户后，陈德康先生将持有莎普爱思股份93,462,228股，占莎普爱思总

股本的28.97%；其中，陈德康先生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3,962,225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

26.027%；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9,500,003股，占莎普爱思总股本的2.945%。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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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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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体董事参与表决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8年12

月21日分别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相关人员。会议于2018年12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

方式召开。应当参与会议董事11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11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将红磷分公司设立为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将红磷分公司的全部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

动力一并新设立为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注册资本4亿

元。完成新公司设立相关工作后，注销红磷分公司。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2018-123号公告。

（二）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10%股权优先认购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出售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10%股权， 通过公开挂牌

转让方式，征集意向投资方。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放弃对以上10%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2018-124号公告。

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对该议案回避了表决。

（三）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公司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保证生产经营资金需要， 向29家金融机构申请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303.45亿元人民币。授

权公司经理层在审议批准的授信额度内办理资金借款或其他融资业务。

（四）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2019年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95.11亿元的融资担保（包括流动资金

借款、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融资租赁融资等担保），担保有效期为一年。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

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限额内签署公司2019年度对子公司融资担保事项（文件）。

单位：亿元

类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2019年拟担保额

公司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

公司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 35.00

公司 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0

公司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22.00

公司 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9.00

公司 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00

公司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28.00

公司 云南天腾化工有限公司 0.50

公司 重庆云天化天聚新材料有限公司 5.50

公司 河北云天化国际金农化肥有限公司 0.12

公司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化肥有限公司 9.00

公司 河南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 0.50

公司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7.00

公司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25.00

公司 云南云天化商贸有限公司 13.00

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9.50

公司 瑞丽天平边贸有限公司 2.00

公司 云南三环新盛化肥有限公司 2.00

小计 185.12

子公司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 5.00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瑞丽天平边贸有限公司 2.00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天际资源（迪拜）有限公司 1.00

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1.99

小计 9.99

合计 195.11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临2018-125号公告。

（五）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外派董事监事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修订公司《外派董事监事管理办法》。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外派董事监事管理办

法》。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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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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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8年12月21日分别以送达、传

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全体监事及相关人员。会议于2018年12月27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

表决监事6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6人。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将红磷分公司设立为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将红磷分公司的全部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

动力一并新设立为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注册资本4亿

元。完成新公司设立相关事项后，注销红磷分公司。

（二）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10%股权优先认购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出售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10%股权， 通过公开挂牌

转让方式，征集意向投资方。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放弃对以上10%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三）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公司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保证生产经营资金需要，向29家金融机构申请2019年度综合授信额度303.45亿元人民币。

（四）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同意2019年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95.11亿元的融资担保（包括流动资金

借款、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融资租赁融资等担保），担保有效期为一年。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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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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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以下简称“红磷化

工” ）。

● 投资金额：红磷化工注册资本4亿元，公司以红磷分公司全部实物资产和货币资金出资全资设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以2018年12月31日为基准日，将红磷分公司的全部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负债和劳动

力一并新设立为全资子公司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完成新公司设立相关事

项后，红磷分公司予以注销。

截至2018年9月30日，红磷分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20.43亿元，负债账面价值17.65亿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2.79亿元。实际金额以基准日经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为准。

该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

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拟投资设立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云南云天化红磷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亿元

出资方式：实物资产和货币资金。

注册地址：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北郊。

经营范围：化肥、化工原料等的生产、销售、磷矿石销售、进出口经营权等。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红磷分公司设立为子公司后，企业作为独立法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有利于促进企业提升管理

效率，增强经营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二）本次投资为公司以现有红磷分公司全部资产和相关负债整体打包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对上市公司

合并范围及归属于母公司权益均不会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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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优先认购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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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云天化集团” ）拟出售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云天化” ）10%股权，并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征集意向投资方。公司放弃对以上

10%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 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6次，金

额为10.70亿元（含本次）。 过去12个月公司与云天化集团进行的关联交易（除日常关联交易外）为：公司向

云天化集团申请转贷资金1亿元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8-056号）；公司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以1.15亿元的价格向云天化集团转让其子公司云南磷化集团科工贸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司公

告：临2018-082）；公司向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申请转贷资金3亿元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8-090）；公

司向参股公司云南云天化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8-118）。过去12个月，公司与

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为：公司对合资公司云南磷化集团海口磷业有限公司实施5亿元债转

股增加注册资本的关联交易（公司公告：临2018-062）。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4年5月22日，公司与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签署《代为培养项目协议》，委托云天化集团代为培养“投

资组建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并规划建设磷化工生产线及配套的合成氨生产装置” 项目。2017年8月

18日，公司与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续签《代为培养项目协议》，委托云天化集团代为培养“内蒙古大地云天

化工有限公司装置试运行管理、日常生产经营管理”项目。截至目前，委托培养尚未到期。云天化集团持有大

地云天化50%股权，大地云天化另一股东北京大地远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地远通集团” ）持有

大地云天化50%股权。根据《代为培养项目协议》，云天化集团作出承诺：委托培养期内大地云天化项目实现

连续两年盈利，公司有权要求按照同等条件优先购买云天化集团所持大地云天化股权（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公告：临2014-025、临2017-080）。

公司控股股东云天化集团拟出售大地云天化10%股权，通过公开挂牌转让方式，征集意向投资方。大地

云天化引入新的投资者，有利于推进其股权多元化，提升其治理水平和运营管理效率，从而提升大地云天化

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该10%股权转让价格为4,271.90万元，公司放弃对该10%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同时，云天化集团与大地远通集团达成合作意向书：在云天化集团出售10%股权后的15个工作日内，大

地远通集团须向意向投资方出售其持有的10%的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1、10.1.3的规定，该交易形成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云天化集团持有公司46.70%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1417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411,808.6605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张文学

主要业务：投资、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及科技咨询服务；房屋租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经营化工产品、化肥、塑料及其制品，玻璃纤维及其制品，磷矿石，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易燃液

体，易燃固体、自燃物品和遇湿易燃物品，毒害品，腐蚀品，化工设备；经营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

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

补” 业务等。

截至2017年12月31日，云天化集团经审计的总资产9,825,491.56万元，净资产1,807,168.79万元，2017年实

现营业收入6,359,791.82万元、净利润42,802.81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的类别

本次关联交易类别为：其他通过约定可能引致资源或者义务转移的事项。

（二）标的：大地云天化10%股权。

1.大地云天化的主要情况

大地云天化成立于2014年5月，云天化集团持有其50%的股权，大地远通集团持有其50%的股权。

公司名称：内蒙古大地云天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内蒙古赤峰市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开发试验区

法定代表人：陈贺

注册资本：4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2014年5月22日至2044年5月21日

主营业务：缓控释肥、磷酸一铵、磷酸二铵、复合肥、正磷酸、氟硅酸、磷石膏及磷石膏制品的生产、销售

(涉及危险化学品许可证管理的凭许可证生产经营)；上述产品及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设备

的经营、进出口(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项目除外)；对外投资；货物装卸、搬运服务；货物仓储；技术开发、技

术服务。

大地云天化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7,983.35 145,917.84

净资产 29,303.94 38,478.41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0,782.89 112,234.69

净利润 4,236.57 9,132.42

2.大地云天化的资产评估情况

以2018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云天化集团委托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

大地云天化所有者权益进行评估，最终选取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大地云天化所有者权益（净资产）评估

结论，评估价值为42,718.99万元，对应此次10%股权挂牌转让价格为4,271.90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大地云天化引入新的投资者，有利于优化股权结构，提升治理水平和运营管理水平，提升大地云天

化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二）公司保留对云天化集团对大地云天化剩余股权的优先认购权。

（三）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认购权，对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及归属于母公司权益均不会产生影响。

五、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该项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张文学先生、胡均先

生、李英翔先生、俞春明先生回避表决。此项交易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六、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大地云天化通过引入新的投资者，有利于优化优化股权结构，提升治理水平和运营

管理水平，提升大地云天化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该事项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

七、上网公告附件

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96� � � �证券简称：云天化 公告编号：临2018-125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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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预计2019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子公司为其他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195.11亿元的融资担保（包括流

动资金借款、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融资租赁融资等担保）。

●被担保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此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此次担保对本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损益和资产状况无任何不良影响。支

持子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子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降低公司综合资金成本，保证公司资金安全。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对外担保基本情况

为支持子公司的发展，提高公司贷款效率，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公司在综合分析各公司的盈利能力、偿债

能力和风险控制能力基础上，拟对子公司2019年度融资提供一定的担保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95.11亿元。

担保有效期为一年。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类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2019年拟担保

额

公司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

公司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 35.00

公司 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4.00

公司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22.00

公司 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9.00

公司 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3.00

公司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28.00

公司 云南天腾化工有限公司 0.50

公司 重庆云天化天聚新材料有限公司 5.50

公司 河北云天化国际金农化肥有限公司 0.12

公司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9.00

公司 河南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 0.50

公司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7.00

公司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25.00

公司 云南云天化商贸有限公司 13.00

公司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9.50

公司 瑞丽天平边贸有限公司 2.00

公司 云南三环新盛化肥有限公司 2.00

小计 185.12

子公司为子

公司提供担

保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 5.00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瑞丽天平边贸有限公司 2.00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天际资源（迪拜）有限公司 1.00

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1.99

小计 9.99

合计 195.11

1.对于非全资子公司，公司在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内，按持股比例与其他股东共同承担担保责任，如根

据金融机构认可情况等原因导致公司需提供超持股比例担保的情形， 按以下方式采取担保及风险控制措施

来保证公司权益。

（1）其他股东拥有的实物资产；

（2）其他股东在其他企业的股权；

（3）其他股东在被担保公司持有的股权；

（4）其他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审核认可的方式。

2.公司在审议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对非全资的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按担保金额的千分

之五（年利率）向其收取担保费。

3.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事项不收取担保费。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8年12月27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

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上述事项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时，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代理人）在上述担保限额内签署公司2019年度对子公司融资担

保事项（文件）。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名称 注册地点

法定代

表人

经营范围

与公司关

系

股东及持股比例

影响被担保

人偿债能力

的重大或有

事项

呼伦贝尔金新化

工有限公司

陈巴尔虎旗巴

彦库仁镇

李英翔

合成氨（液氨）尿素生产和销售，型煤生产和

销售，液氨,煤焦油,中油,粗酚石脑油和硫酸铵

生产和销售，发电，生产运输。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51%，香港

金新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13.42%，香港金

新国际有限公司持

股35.58%

无

呼伦贝尔东明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

陈巴尔虎旗巴

彦库仁镇东明

矿区

林旭楠 煤炭开采销售

控 股 子 公

司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

有限公司全资控股

无

云南水富云天化

有限公司

云南省昭通市

水富县

曾家其

化肥、化工原料新材料、新能源的研发及产品

的生产、销售。

全 资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吉林云天化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

长岭县太平川

镇一区二段

师永林

化肥、饲料、农膜、农机、硫磺贸易；粮食、农副产

品收储贸易；进出口贸易（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的品种除外）；仓储、装卸服务、信息咨询服务、

农业观光旅游、农业技术服务；种植业；复合

肥、BB肥、缓（控）释肥、种子研发；玉米杂交种

子及其亲本种子、高梁种子、大豆种子、蔬菜、

花卉种子加工、包装、批发、零售；复合肥、BB

肥、缓（控）释肥、粮食、农副产品的生产、加

工；农药（鼠药除外）；植物油贸易及生产、加

工（含委托），有机肥料生产、加工（含委托）；

有机-无机复混肥料、生物菌肥的生产、加工和

销售。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35.77%，吉

林省升华农业发展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34.37%，吉林启迪现

代农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持股29.86%。

无

天驰物流有限责

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滇池度假区金

柳路11号

王怀中

危险货物运输（3类、8类）；普通货运、货物运输

代理；货物中转、物流配送代理；仓储、装卸搬

运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化肥、玻璃纤维及其制

品、建材产品的销售；国内贸易、物资供销；房

屋租赁。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天安化工有

限公司

云南省安宁县

草铺镇

郭成岗 磷酸、合成氨、DPA、MAP、复合肥生产

全 资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天腾化工有

限公司

云南省楚雄州

楚雄市开发区

冶金化工园区

张滨

化肥、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销售、

研发、国内外贸易

全 资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河北云天化国际

金农化肥有限公

司

河北省石家庄

市藁城区

叶健勇

复混肥（复合肥）生产销售复合肥原料、农用

氮磷钾化学肥料、化工产品销售；货物及技术

的进出口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60%、河北

省农业生产资料有

限公司持股40%

无

云南三环中化化

肥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西山区海口工

业园区

赵剑波 从事生产、经营化肥和化工产品。进出口业务 公司控股

公司持股60%、中化

化肥有限公司持股

40%

无

河南云天化国际

化肥有限公司

河南省许昌市 叶健勇 化肥、化工原料及化工产品销售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55%、无锡

一撒得富复合肥有

限公司持股45%

无

重庆云天化天聚

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市长寿区

经济技术开发

区化南路3号

罗灵

危险化学品生产；票据式经营：硫酸、氩[压缩的

或液化的]、氧[压缩的或液化的]、氮[压缩的或

液化的]、甲醇、甲醛溶液（以上范围按许可证

核定事项和期限从事生产）； 生产和销售：化

工产品、化学原料、塑料原料、复合材料（以上

范围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煤炭、非金属矿

产品（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金属矿产品、

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属）；道路货运；货物及

技术的进出口。

水 富 云 天

化 的 全 资

子公司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

限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云天化商贸

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滇池旅游度假

区金柳路11号

单志萍

化肥、农副产品、化工产品及材料（不含管理商

品），饲料、农具、农膜、农用机械、粮食的销售，

粮食收购，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的批发兼零

售，农业技术开发服务，日化品经营，酒的购

销，皮棉及棉副产品的购销，危险化学品的经

营（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核定的经营范围

和时限开展经营活动），矿产品，金属材料，煤

炭，石灰石，焦炭，建筑材料的购销。

全 资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云天化农资

连锁有限公司

昆明市度假区

金柳路11号

易宣刚

化肥、农药、农膜、矿产品、季戊四醇、共聚甲醛

等批发销售等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97%，云南

省水富县天盛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3%

无

云南三环新盛化

肥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西山区海口镇

杨家顺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化肥产品，化肥、农副产品、

化工产品及化工原料的销售。 公司所属土地、

住房、生产经营用房和办公用房，其他机械与

设备的租赁

全 资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磷化集团有

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晋宁县昆阳镇

月山中路

崔周全

浮选药剂和药剂合成研究，选矿工艺矿物学研

究和分析测试实验，浮选柱设备和自动控制系

统工业化试验研究，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研究，

磷资源开采技术研究，磷化工技术研究，尾矿

利用技术研究，数字矿山设计及科技成果推广

应用。磷矿石采选、销售；磷矿石系列产品，化

肥、磷化工及其它化工产品；矿产品、化工机

械；饲料添加剂（磷酸氢钙、磷酸二氢钙）生产

销售等。

全 资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100% 无

云南云天化联合

商务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

滇池度假区滇

池路1417号

胡均

国际贸易；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国内贸易、物资

供销；化肥进出口经营；贵金属经营；经济技术

咨询服务；国际货运代理，货运代理；农产品贸

易；化肥国内贸易；煤炭零售经营；石油焦、预

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销售、燃料油、柴油、生

物柴油、沥青、木材原木、木片、木制品、橡胶、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危险化学品批

发。

控 股 子 公

司

公司持股96.6%，云

南能源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持股3.4%

无

天际通商 （新加

坡）有限公司

6SHENTONW

AY#41-01OUE

DOWN-

TOWNSIN-

GAPORE

刘伟 肥料贸易、农产品/饲料贸易、林产品贸易

控 股 子 公

司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

务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0%

无

瑞丽天平边贸有

限公司

云南省德宏州

瑞丽市瑞江路

泛 亚 国 际 3 栋

307室

王文平

化肥、化工原料及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矿产

品、农副产品、花卉、日用品、五金交电、工艺

品、货物进出口

全 资 子 公

司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

务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0%

无

天际资源 （迪

拜）有限公司

UnitsNO2903,

JmeirahBay-

Tower,

PlotNoX2,

JmeirahLakesTo

wers,Dubai,U.A.

E

丁雪莲

能源化学贸易 （含煤化产品和石化产品）、肥

料贸易、农产品/饲料贸易、林产品贸易

控 股 子 公

司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

务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45% ，KAIFERT�

HOLDINGS� PTE.

LTD 持 股 40% ，

GRACELAND�

INDUSTRY� PTE.

LTD.持股15%。

无

（二）被担保方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名称

2017年（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资产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呼伦贝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 941,431.19 149,199.60 215,386.25 -2,008.28 925,963.31 151,137.73 159,178.90 1,678.69

呼伦贝尔东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153,810.83 35,434.45 101,111.14 21,318.17 173,073.58 46,171.41 61,589.11 10,477.52

云南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 439,313.19 204,739.21 295,243.51 31,620.57 508,427.85 256,135.08 245,997.70 50,731.99

吉林云天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558,754.99 23,235.63 440,350.62 6,068.95 552,984.82 109,016.81 259,593.71

-3,

618.82

天驰物流有限责任公司 27,398.65 14,558.00 45,770.52 461.21 44,655.51 15,651.03 94,166.89 1,036.07

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 715,600.08 156,489.98 428,840.99 4,025.75 726,520.52 167,673.88 349,437.28 11,363.65

云南天腾化工有限公司 31,945.84 4,679.77 38,596.21 1,020.28 29,282.10 4,961.89 35,290.38 282.13

重庆云天化天聚新材料有限公司 114,520.17 65,657.80 119,210.03 12,964.36 128,329.41 74,352.93 109,935.64 18,310.01

河北云天化国际金农化肥有限公司 12,843.71 3,640.91 19,157.12 -663.57 10,916.10 3,134.37 13,683.20 -506.54

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178,884.82 46,098.87 272,397.93 1,033.45 179,184.24 46,837.23 211,331.59 633.18

河南云天化国际化肥有限公司 22,492.88 1,658.94 35,786.76 -418.52 23,237.13 1,422.11 40,531.98 -236.83

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限公司 927,251.59 47,855.01 2,617,871.71 10,258.22 1,088,803.23 54,393.73 1,884,505.40 2,776.21

云南云天化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391,073.57 43,426.21 1,659,548.89 -10,364.86 472,283.91 44,030.07 1,003,796.31 603.86

云南云天化商贸有限公司 174,266.37 12,683.65 261,681.36 2,381.63 233,236.90 12,837.20 320,052.26 153.55

云南磷化集团有限公司 1,238,481.96 281,856.28 356,207.73 3,255.81 1,222,856.25 292,553.35 353,753.59 11,790.63

瑞丽天平边贸有限公司 87,152.53 6,948.36 329,796.23 2,440.56 137,689.94 7,904.11 633,049.40 955.75

云南三环新盛化肥有限公司 100,854.78 58,601.65 115,446.51 9,517.12 94,232.89 61,411.32 44,391.29 2,594.44

天际通商（新加坡）有限公司 227,175.40 12,994.96 1,646,466.47 2,979.63 350,506.49 15,556.15 1,194,066.04 1,747.50

天际资源（迪拜）有限公司 191,866.79 6,202.22 227,860.83 121.28 250,228.28 6,512.67 53,424.42 7.2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额度为预计最高担保限额，担保协议的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的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内部资源优化配置，降低公司综合

资金成本，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地开展日常经营业务，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同意2019年度公司为子公司、

子公司为其下属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

五、此次担保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担保能够缓解子公司资金压力，确保子公司资金安全，有利于子公司持续稳定的经营发展，有效防

范财务风险。

六、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提供对外担保余额为1,381,719.46万元，无逾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独立意见。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11� � � �证券简称：盾安环境 公告编号：2018-113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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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参与度，本

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第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实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

（1）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12月27日（星期四）15:30。

②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12月26日一2018年12月27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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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9：30-11：30

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2月26日15：00至2018

年12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1190号智汇领地科技园B座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冯忠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2、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代表共7名，代表股东8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390,406,7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5645%。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1名， 代表2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59,429,

4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18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977,3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77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6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0,977,31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77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1、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90,246,92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91%；反对15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409%；弃权0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30,817,5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4841%；反对15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159%；弃权0股。

2、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7,639,11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9.2237%；反对3,338,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含网络投票）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7763%；弃权0股；回避359,429,416股。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639,11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2237%；反对3,33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7763%；弃权0股。

三、律所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懋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12月28日

证券代码：002090� � �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2018-066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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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江苏金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智集团” ）通知，获悉金

智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及解除质押，有关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万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江苏金智集团有限

公司

是

1,550 2018-12-26

质权人向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办

理解除质押登记日

止。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7.34% 融资

80 2018-09-03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分行

0.89% 融资

80 2018-07-10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0.89%

补充质

押

160 2018-06-25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79%

255 2018-06-20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2.85%

135 2018-06-19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1.51%

合 计 - 2,260 - - - 25.28% -

二、股东股份质押解除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比例

江苏金智集团有限

公司

是 50 2017-08-21 2018-08-3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分行

0.56%

合 计 - 50 - - - 0.56%

三、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12月26日，金智集团共持有公司股份8,939.587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59%；

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425.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81%。金智集团及公司实际控

制人徐兵、叶留金、朱华明、丁小异和贺安鹰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878.607万股，占公司目前总

股本的41.54%；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490.40万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3.09%。其

中，金智集团质押公司股份5,425.40万股，贺安鹰质押公司股份65万股，徐兵、叶留金、朱华明、

丁小异未质押公司股份。

四、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34� � �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18-093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2%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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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18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并于2018年3月20日披露了《回购报

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于2018年8月22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8年9月7日召开的2018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续实施回购股份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延续实施原

回购股份方案，并将原回购股份方案的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由原计划的“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本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即2018年2月27日-� 2018年8月27日）”调整为“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原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即2018年2月27日-2019年2月27日）” ；回购股

份的价格区间由原计划的“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9.8元/股（公司于2018年5月22日实

施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回购价格上限由9.8元/股调整为9.65元/股）” 调整为“本次回购

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2元/股” ；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由原计划的“回购股份的数

量不低于1000万股、不超过1亿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74%-7.41%”调整为“回购股份的

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不超过8000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8%-5.93%” 。具体内容详

见2018年9月15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回

购股份报告书（调整后）》（2018-070）。

公司于2018年12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调整回购股

份事项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的原回购股份方案作如下调整：一、回购股份的用途由原计划的

“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调整为 “回购股份中的1000万股

-2000万股依法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回购股份中的2000万股-4000万股用于

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

者股权激励，对应的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并相应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回购股份数

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原计划的“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2000万股、不超过8000万股，

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48%-5.93%”调整为“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低于3000万股、不超过6000

万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22%-4.44%” ；三、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由原计划的“按本次回

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2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8000万股测算，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9.6亿元” 调整为“按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12元/股，回购股份数量不超过6000

万股测算，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2亿元”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浙江万里

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回购股份事项的公告》（2018-09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市公司在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

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8年12月27日，公司累计回购股份数量28,6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2%，最高

成交价为10.1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6.40元/股,支付总金额为224,579,919.13元（含手续费）。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回购计划，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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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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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3,306万元，占公司2017年度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149.00%。该政府补助资金

是濮阳县人民政府依据拟与公司签订的“退城入园”协议先期拨付的，本次政府补助合计1亿

元，先期预拨的3,306万元已划拨至公司资金账户。

本次拨付补助资金是用于补偿公司位于河南省濮阳县部分生产基地搬迁， 公司已通过

濮阳县国土资源局招拍挂系统拍得公司生产基地搬迁后的土地，成交金额为3,305.84万元，并

已同濮阳县国土资源局签订合同编号为“豫（濮阳县）出让（2018）第49号” 的《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

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

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

期资产，故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解释的相关规定，企业

因城镇整体规划、库区建设、棚户区改造、沉陷区治理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

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其中，属于对企业在搬迁和重建过程

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

偿的，应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与公司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将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时起，按照该资产预计使用期限将递延收益平均分摊，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政

府补助，在分摊时计入其他收益。企业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金额后如有结

余的，应当作为资本公积处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到的政府补助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公司尚未与濮阳县人民政府签订 “退城入园”相关协议，亦未收到关于本次划拨财政补

助的相关政府文件，该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后续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