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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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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的会
议通知于2019年1月9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19年1月11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7人，实际参加董事7人，符合《公司法》和《杭州平
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任职资格核查，董事会拟提名郭庆先生、殷筱华女士、郑兵先
生、余可曼先生4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中
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为
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仍将继续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郭庆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殷筱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选举郑兵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选举余可曼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杭州平治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核查，董事会拟提名陈连勇先生、张轶男女士
和冯雁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
求。
公司董事会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陈连勇先生、张轶男女士、冯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为
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仍将继续依照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义务和职责。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陈连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张轶男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选举冯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杭州平治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公司拟修订《公司章程》增加关于党组织建设的相关内容，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
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正案》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董事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于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在杭州市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2号楼11层公司会议
室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本次股东大
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9-007）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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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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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会
议通知于2019年1月9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2019年1月11日以通讯表决
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和《杭州平
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经监事投票表决，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予以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公司拟提名方君英女士、何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上述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在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后，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任期自公司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仍将继
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监事义务和职
责。
出席会议的监事对以上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方君英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选举何霞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杭州平治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6）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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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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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于2019年1月11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2019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高鹏先生(简历见附件)为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高鹏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另外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其任
期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一致。高鹏先生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
条件，能够胜任对应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条件
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的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中职工
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月11日
附件：简历

2019年 1 月 12 日 星期六

高鹏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10月出生。2002年毕业于杭州之江学院
应用美术系。2002年11月至2003年8月任上海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运营。2003年9月至
2004年5月任杭州红雨科技有限公司市场运营。2004年5月至2010年8月任浙江天信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大众事业部总经理。2010年9月至今任杭州平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浙江市场大区经理，
2012年8月起任平治信息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高鹏先生通过平潭齐智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67，48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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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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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进行新一
届董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2019年1月11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
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会提名郭庆先
生、殷筱华女士、郑兵先生、余可曼先生4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陈连
勇先生、张轶男女士和冯雁女士3人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
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公司董事会提名的独立董事候选人陈连勇先生、张轶男女士、冯雁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
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提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相关规定，上述董事候选人需通过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并采
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产生4名非独立董事和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仍将继
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董事义务和职
责。
上述候选人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郭庆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10月出生,2003年12月毕业于浙江大学
计算机学院, 博士研究生学历。1996年6月至1999年12月任浙大网新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副总经理;2000年2月至2004年4月任杭州信雅达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副总裁,主管技术、研发;
2004年7月-2007年6月任浙江天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裁;2007年7月至2012年8月任杭州平治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2年8月起至今任平治信息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郭庆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1,80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6.42%。郭庆先生与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平潭齐智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晖系夫妻关系，郭庆先生和张晖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郭庆先生与其他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殷筱华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1年2月出生,1992年毕业于江西工业大学
化工系环境工程专业,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1994年3月至1999年12月在福州威帆电脑系统集
成有限公司(港资)工作,历任出纳、会计、财务部经理。2000年1月至2002年2月任福建新东阳企
业(集团)有限公司财务课课长。2002年3月至2007年11月任浙大网新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香
港创业板上市)财务部经理,兼任浙江天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07年12月任杭州平
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8月任平治信息董事、 财务总监,2012年9月辞去董事职
务。2014年2月起任平治信息董事,现任平治信息董事、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 殷筱华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8,150股， 通过平潭齐智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4,325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52,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7%，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郑兵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1992年毕业于东北
石油大学计算机软件专业。1992年7月至1999年12月历任江汉石油管理局仪表厂程序员, 开发
工程师, 研究所副所长。2000年1月至2007年12月历任浙江浙大网新兰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
发工程师,项目经理,事业部副总经理,综合部经理,监事。2008年1月至2012年8月任杭州平治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总监。2012年8月起任平治信息董事、副总经理、市场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郑兵先生通过平潭齐智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
004,3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3%，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4、余可曼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软件工
程师。200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获工学硕士学位。2001年4月至2004年7月任微软亚洲研
究院网络多媒体组助理研究员、 副研究员。2004年8月至2010年8月任浙江天信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技术总监。2010年9月至2012年8月任杭州平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副总经理。2012年8
月起任平治信息董事、技术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余可曼先生通过平潭齐智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2,008,8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7%，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陈连勇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留居权，1975年10月出生，1999年毕业于浙江财经
学院会计专业，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1999年至2003年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主管，2003至2007年任绍兴鉴湖高尔夫有限公司财务经
理、总监，现任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浙江广宇丁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监事，杭
州广宇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执行董事，杭州市上城区广宇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长华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连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2、张轶男女士，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浙江大学法学学士、法学硕士，律师。曾任
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2010年10月至今任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现为浙江省律师协会金融与保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律师协会证券与资本市场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杭州市律师协会证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轶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3、冯雁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留居权，1964年1月出生，2014年毕业于浙江大学计算
机学院计算机应用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浙江大学副教授。1985年8月至1999年7月任浙江大
学计算机系教师，1999年7月至2002年3月任浙江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2002年3月至2005年4月
任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2005年4月至2008年12月任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和软件学院
党委副书记，2008年12月至2010年5月任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和软件学院党委副书记，2010年5
月至2017年8月任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和软件学院党委书记，现任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师，
浙江省计算机行业协会副会长，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冯雁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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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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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进行新一
届监事会的换届选举工作。
2019年1月11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
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提名方君
英女士、何霞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选举，在股东
大会选举通过后，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
会，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三年。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仍将继
续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忠实、勤勉地履行监事义务和职
责。
上述候选人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月11日
附件：简历
1、方君英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8月出生,中专学历,2001年至2004年任
玉皇山庄客房领班。2004年至2006年在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10000客服中心工作。2006年至
2010年历任浙江天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产品策划部主管、经理助理。2010年9月至今任杭州平
治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部主管,2012年8月起任平治信息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方君英女士通过平潭齐智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1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何霞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年7月出生，1983年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
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中国
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通信企业学会虚拟分会副秘书长，西安邮电大学客座教授，信息
社会50人常务理事，中国通信学会通信技术专业委员会委员。何霞女士致力于多领域研究工
作，近年研究领域为“
互联网+” 、数据治理、虚拟运营、互联网监管、平台治理、车联网、共享经
济等，主要学术性代表性著作有《网络时代的电信监管》、《智能化革命》、《智能制造》等。
截至本公告日，何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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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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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
于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理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1月28日（星期一）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月27日一2019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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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8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27日15:00至2019年1月28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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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应选
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会议出席对象：
1)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1月23日，截止2019年1月23日下午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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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书面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2号楼11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 选举郭庆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殷筱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郑兵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余可曼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 选举陈连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张轶男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冯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01 选举方君英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 选举何霞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内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月12日刊登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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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相关公告。
以上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股东
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
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
特别提示：
1、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料和独立性尚需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
表决。
2、议案1-3为累积投票议案，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
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可以投出零
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议案4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100

备注

提案名称
总议案

√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

选举郭庆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殷筱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选举郑兵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4）人

√

1.04

选举余可曼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

选举陈连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2.02

选举张轶男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冯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01

选举方君英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何霞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应选人数（3）人

应选人数（2）人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资格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
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股东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委托人
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需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异地股东信函
登记以当地邮戳日期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2、现场登记时间：2019年1月24日9:00－12:00，13:00－17:30；
3、登记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2号楼11层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
（http://wltp.cninfo.com.cn），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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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600466
证券简称：蓝光发展
公告编号：临2019一00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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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代码：136700（16蓝光01）
债券代码：136764（16蓝光02）
债券代码：150215（18蓝光02）
债券代码：150216（18蓝光03）
重要内容提示:
债券代码：150312（18蓝光06）
债券代码：150409（18蓝光07）
债券代码：150413（18蓝光09）
债券代码：150495（18蓝光12）
1、被担保人：
成都金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金鑫贸易” ）
成都金堂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堂蓝光” ）
重庆灿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灿瑞” ）
青岛蓝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蓝光” ）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18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慈溪正惠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慈溪正惠” ）
慈溪正
百瑞信托有 蓝光和骏提供 连 带 责 任 保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5
蓝光和骏
86,552.00
86,552.00
100%
单位：万元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惠
限责任公司 证担保
昆明蓝光滇池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昆明蓝光” ）
通过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昆明蓝
衡水红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衡水红美” ）
100%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0.00
200,000.00
光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责任保
中国东方资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成都海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成都海润” ）
证担保、衡水红美提供土地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1,760,000
1,222,961.71
537,038.29
产管理股份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蓝光和骏、 衡 水
衡水红
6
131,634.58
131,634.58
使用权抵押担保（冀
100%
红美
有限公 司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美
华西和骏耀城置业（泸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西和骏” ）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5,040,000
1,697,465.91
3,342,534.09
（2018）衡水市不动产权第
西省分公司
通过
0244320号、0246381号）
成都海
合计
7,000,000
2,920,427.62
4,079,572.38
100%
南充煌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充煌峰” ）
润
成都浦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浦兴商贸” ）
备注：
蓝光发展、蓝光和 骏 、泸 州
蓝光发展、 蓝 光
和 骏、 泸州锦澜
中国华融资 锦澜提 供连带责 任 保 证 担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武汉市新宏森地产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宏森” ）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
房地产开发有限
产管理股份 保；蓝光和骏提供房产抵押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华西和
7
20,000.00
20,000.00
57%
公 司（简 称“泸
骏
有限公 司重 担保 （成房权证 监证字第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成都高新炀玖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高新炀玖” ）
签订担保合同的同时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
州 锦澜” ）、华 西
庆市分公司 4573256号）；华西和骏提供 通过
和骏
保证金质押担保
吉安和骏铠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吉安和骏” ）
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蓝光发展、 茂 名
蓝光发展提供 连 带 责 任 保
平潭蓝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平潭蓝馨” ）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
烁城房地产开发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南充煌
国通信托有
证担保；茂名烁城提供土地
8
44,000.00
44,000.00
60%
有限公司 （简称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峰
限责任公司
使用权抵押担保
余姚市正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余姚正飞” ）
额度全部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前述第10、13、14项担保均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
“
茂名烁城” ）
通过
宁波蓝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宁波蓝光” ）
度。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深圳中盈通
浦兴商
蓝光发展承担 差 额 补 足 责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保理有限公
9
蓝光发展
1,624.51
1,624.51
99%
余姚市蓝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余姚蓝骏”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贸
任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司
通过
海门乐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门乐邦” ）
公司持股
法定 注册资
浦兴商
比例（包
蓝光和骏提供
连
带
责
任
保
蓝光和骏、 武 汉
99%
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名称
住所
代表
本
主营业务范围
南通伟泰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通伟泰” ）
贸
锦绣盛开置业有
括直接及
中国东方资 证担保；武汉锦绣提供股权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人
（万元）
限 公 司 （简 称
产管理股份 质押担保；新宏森提供土地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间接）
2、担保金额：643,212.71万元人民币
58%
10 新宏森
60,000.00
60,000.00
“武 汉 锦 绣 ” ）、
有限公 司湖 使 用 权 抵 押 担 保 （鄂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北省分公司 （2018）武汉市汉南不动产 通过
新宏森 、 浦兴商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装
高新炀
3、是否有反担保：南通安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南通乐邦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赛壹投资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6,056.60万
100%
权0001465号）
贸
成都市双流区西航
饰材料、构件、铁矿石；仓储服务
玖
成都金鑫贸易
廖万
元，总负债6,055.39万元，净资产1.22万
港街道珠江路600号
10,000 （不含危险品）。（依法须经批准
100%
有限公司、杭州千岛湖安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及实际控制人施健及其配偶李红娟为公
有限责任公司
伟
元；2018年1-9月， 营业收入418.12万
蓝光发展提供 连 带 责 任 保
1栋219号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中国工商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元，净利润1.22万元。
证担保；吉安和骏提供土地
展经营活动）。
司向海门乐邦、南通伟泰提供的担保事宜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反担保；上海赛壹投资有
行股份有限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吉安和
蓝光发展、 吉 安
使 用 权 抵 押 担 保 （赣
60,000.00
60,000.00
98%
11
公司南 昌苏
骏
和骏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018）吉安市不动产权第
限公司将其持有的南通乐邦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质押给公司，为公司本次担保事宜提供反
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资、
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682,
圃支行
通过
0046967号、0046968号）
成都金堂蓝光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动）、开
295.61万元，总负债544,328.40万元，净
成都市金堂县三中
刘家
担保。
和骏置业有限
3,254
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
100%
资产137,967.21 万 元 ；2017 年 1-12 月 ，
蓝光和骏按照65%的比例提
园区先锋村
骥
中国建设银
公司
法需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营 业 收 入 18,110.64 万 元 ， 净 利 润 8,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平潭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行股份有限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71.03万元。
蓝馨提供 土地使用权 （闽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平潭蓝
蓝光和骏、 平 潭
12
60,000.00
39,000.00 63.67% 公司福 建自
（2018） 平 潭 不 动 产 权 第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馨
蓝馨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控股
贸试验区 平
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444,
0018664号） 及在建工程抵 通过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从事经
潭片区分行
重庆市巴南区李家
263.02万元，总负债357,438.04万元，净
押担保
子公司（包括其下属公司）及参股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
重庆灿瑞置业
营） 自有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
沱正街219号1栋
李非
25,000
100%
资产86,824.98万元；2017年1-12月，营
有限公司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余姚正
1-2#
业收入26,078.21万元， 净利润7,749.49
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50%
开展经营活动）
飞
万元。
上海枫恒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蓝光和骏提供 连 带 责 任 保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业管理合伙
蓝光和骏、 宁 波
宁波蓝
证担保；宁波蓝光提供股权
13
33,466.00
33,466.00
100%
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312,
蓝光
企业 （有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光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
单位：万元
质押担保
青岛蓝光房地
353.33万元，总负债204,444.64万元，净
合伙）
通过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序
号

1

2

3

4

被担保
方

金鑫贸
易

金堂蓝
光

担保方

蓝光发展

蓝光发展

重庆灿
瑞

蓝光发展

青岛蓝
光

四川蓝光和骏实
业有限公司 （简
称 “蓝 光 和
骏” ）、青 岛 庚 辰
黄岛汽 车产业有
限 公 司 （简 称
“
青岛庚辰” ）

借款金额/
履约金额

1,376.92

280.00

278.70

22,500.00

担保金额/
担保标的

1,376.92

280.00

278.70

22,500.00

公司持股
比例（包
括直接及
间接）

100%

100%

余姚蓝
骏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4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深圳中盈通
蓝光发展承担 差 额 补 足 责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保理有限公
任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司
通过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深圳中盈通
蓝光发展承担 差 额 补 足 责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保理有限公
任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司
通过

100%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深圳中盈通
蓝光发展承担 差 额 补 足 责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保理有限公
任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司
通过

100%

蓝光和骏提供 连 带 责 任 保
山东省国际 证担保；青岛庚辰提供土地
信托股份有 使 用 权 抵 押 担 保 （鲁
限公司
（2017）青岛市黄岛区不动
产权第0067729号）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15

下属数
家子公
司
海门乐
邦、南通
伟泰

50%

蓝光发展

蓝光发展

合计

100,000.00

42,500.00

664,212.71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深圳前海微
下属子公
蓝光发展提供 最 高 额 连 带 五十八次会议及2017
众银行股份
100,000.0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司
责任保证担保
有限公司
通过
中国华融资
与本公司
产管理股份 蓝光发展提供 连 带 责 任 保
42,500.00 无关联关
有限公 司江 证担保
系
苏省分公司
643,212.71

-

-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及2018年
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

注：上表中第14项担保事项系深圳前海微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基于本公司或本公司授权
的下属子公司与上游企业之间因真实贸易背景形成的应付账款，为上游企业提供应收账款保
理融资等服务，本公司对授权的子公司的应付账款（余额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章生效的应付账款确认函为准。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及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公司拟预计2018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00亿元，有效期自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山东省青岛市市北
产开发有限公
区嘉定路2号55室
司

张涛

浙江省慈溪市白沙
慈溪正惠企业
路街道承兴大厦
管理有限公司
〈5-4〉室010号工位

林波

昆明蓝光滇池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
文化旅游发展 区斗南街道小王家
有限公司
营12幢2301室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如提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
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 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如股东先
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
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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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27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1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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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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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
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
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备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00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提案 1、2、3 为等额选举
1.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选举郭庆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殷筱华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郑兵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余可曼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

选举陈连勇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张轶男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
应选人数（3）人

2.03

选举冯雁女士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3.01

选举方君英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

选举票数（票）

选举票数（票）

√
应选人数（2）人

选举票数（票）

√

选举何霞女士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
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备注：
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
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
“
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弃权提案，请在“
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
回避提案，请在“
回避”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提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提案 1、2、3 为等额选举

1.03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潘爱斌、泮茜茜
联系电话：0571-88939703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2号楼11层公司董秘办
2、本次会议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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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365571，投票简称：平治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
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
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
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表二、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陈军

5,000

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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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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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文化旅游开发；
酒店管理； 房地产经纪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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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资产107,908.70 万 元 ；2017 年 1-12 月 ，
营业收入17.39万元， 净利润-1,764.20
万元。

100%

截止2018年9月30日， 总资产83,860.88
万元， 总负债83,148.45万元， 净资产
712.43万元；2018年1-9月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287.57万元。

100%

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125,
235.61万元，总负债115,242.47万元，净
资产9,993.14万 元；2017年1-12 月 ，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87万元。

100%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137,377.87
万元，总负债137,487.26万元 ，净资 产
-109.39万元；2018年1-9月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109.39万元。

衡水红美房地 河北省衡水市桃城
产开发有限公 区人民西路567号金
司
域华府1幢3层商310

周鹏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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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双流区西航
成都海润置业
港街道珠江路600号
有限公司
空港国际城2栋2楼

刘家
骥

6,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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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685,
840.82万元，总负债599,459.41万元，净
资产86,381.41万元；2017年1-12月，营
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7,133.22万元。

四川自贸区川南临
华西和骏耀城
港片区云台路一段
置业（泸州）
68号西南商贸城16
有限公司
区D-AN-675号

刘家
骥

27,5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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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8,000.62
万元， 总负债28,000.45万元， 净资产
0.17万元；2017年1-12月，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0.17万元。

证券代码：300571

证券简称：平治信息

公告编号：2019-008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
完成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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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大遗漏。
2018年11月30日，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
公司杭州千越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千越” ）以自有资金出资9,999万元与北京
华富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富国润” ）、永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永赢资产” ） 共同设立产业投资基金。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69）。
近日，杭州千越收到了基金管理人的通知，嘉兴汇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根据
《证券投资基金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中国证券投
资基金业协会完成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具体内容
如下：
备案编码：SEX669
基金名称：嘉兴汇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北京华富国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19年1月10日
证书打印时间：2019年1月10日
特此公告。
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南充市顺庆区饮泉
南充煌峰置业
路36号coco香江二区
有限公司
2幢2层2号铺

张璐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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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213,900.49
万元，总负债147,782.16万元，净资产
66,118.33万元；2018年1-9月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881.67万元。

成都市金牛区蜀汉
成都浦兴商贸
路89号1栋1单元2楼
有限责任公司
208-1号

王小
英

3,000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
装饰材料、构件、铁矿石；仓储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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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截 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 ， 总 资 产 785,
272.99万元，总负债779,405.61万元，净
资产5,867.37万元；2017年1-12月，营
业收入91,777.17万元， 净利润1,744.13
万元。

武汉市新宏森
汉南区纱帽街薇湖
地产置业有限
路335号
公司

吴卓

1,000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物业管
理；建筑材料销售；室内外装饰装
修工程施工；房屋中介咨询。（依
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
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8%

截止2018年9月30日， 总资产28,537.98
万元，总负债37,929.59万元，净资产-9,
391.61万元；2018年1-9月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174.51万元。

成都高新炀玖
成都高新区（西区）
商贸有限责任
西芯大道9号
公司

刘家
骥

1,000

销售：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五
金交电、金属材料（不含稀贵金
属）、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学
品）；仓储服务（不含成品油、危险
化学品）；企业管理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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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569,246.11
万元，总负债571,066.33万元，净资产
-1,820.22万元；2018年1-9月， 营业收
入0万元，净利润2.97万元。

江西省吉安市青原
吉安和骏铠泷
区河东滨江新区鸿
房地产开发有
翔江誉5号楼1-1504
限公司
号

江凯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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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截止2018年9月30日， 总资产90.80万
元，总负债106.33万元，净资产-15.53
万元；2018年1-9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
利润-15.53万元。

63.67%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119,942.60
万元，总负债1,554.11万元，净资产118,
388.49万元；2018年1-9月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42.71万元。

福建省平潭综合实
平潭蓝馨置业 验区北厝镇金井湾
有限公司
商务营运中心5号楼
19层

颜峰

1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自有
房地产经营活动，建筑装饰业，法
律法规、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
的，均可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以上均不含需前置审批项
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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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姚市正飞置 浙江省余姚市梨洲
业有限公司
街道竹山村

陈葛

56,932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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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截止2018年9月30日， 总资产35,731.04
万元，总负债29,200.30万元，净资产6,
530.74万元；2018年1-9月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0.07万元。

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宁波蓝光置业
区和济街180号2幢
有限公司
005幢（13-3）

陈葛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销售代
理；物业服务；房屋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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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13,595.06
万元， 总负债13,594.80万元， 净资产
0.25万元；2017年1-12月，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0.25万元。

浙江省余姚市梨洲
余姚市蓝骏置
街道姜家渡村诸家
业有限公司
闸77-1号

林波

61,932

房地产开发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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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新设公司，暂无财务报表。

南通市海门市海门
海门乐邦置业
经济技术开发区广
有限公司
州路999号

施健

10,000

房地产开发运营；物业管理；企业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54,541.29
与本公司
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万元，总负债44,632.93万元，净资产9,
无关联关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908.36万元；2018年1-9月营业收入0万
系
营活动）
元，净利润-91.63万元。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
南通伟泰电器
经 济 开 发 区 金 桥 路 徐飞
有限公司
南、经二路西

生产销售电子产品及高档绝缘材
466.20万 料。（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美元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125,662.06
与本公司
万元，总负债49,569.76万元，净资产76,
无关联 关
092.30 万 元 ；2018 年 1-9 月 营 业 收 入
系
134,895.21万元，净利润16,060.36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835,573万元，占公司2017年末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63.7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
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654,911万元，占公司2017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资产的251.29%。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