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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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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荣盛石化”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01月12日以电子邮件、书面形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01月15日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

议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人。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9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01月1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2019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公告》（2019-002）。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01月1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9-003）。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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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9年度互保额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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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义：

公司、本公司、荣盛石化 指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石化 指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盛元化纤 指 浙江盛元化纤有限公司

逸盛大化 指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

中金石化 指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

香港盛晖 指 香港盛晖有限公司

荣盛石化（新加坡） 指 荣盛石化（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

香港逸盛 指 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

2019年01月15日，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荣盛石化” ）董事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互保额度的议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该议案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确保公司2019年生产经营工作的持续、稳健发展，有利于各控股子公司筹措资金，提高公司资产经营

效率，根据公司及公司各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需要，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2019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拟确定公司2019年度互保额度为人民币7,980,000万元，占公

司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559.66%，占公司2018年三季度末净资产（未经审计）的369.00%。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公司 被担保公司 合并互保额度（万元） 占2017年度经审计净资产比例

荣盛石化

浙石化 5,000,000 350.66%

盛元化纤

2,800,000

逸盛大化

中金石化 196.37%

香港盛晖

荣盛石化（新加坡）

逸盛投资 逸盛大化 50,000 3.51%

逸盛大化

荣盛石化

130,000香港逸盛 9.12%

盛元化纤

总 计 7,980,000 559.66%

预计的互保额度包括现有互保、原有互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互保。在此议案额度以内发生的具体互

保事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负责与金融机构签订相应的担保协议，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石化

1、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15年06月18日，注册资本：2,38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水荣，住所为

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临城街道翁山路555号大宗商品交易中心5201室（自贸试验区内），经营范围：“石油制

品炼制，化工产品及石油制品的生产、销售、储运，原油进出口贸易，石油化工原辅材料和设备及其零部件销

售（以上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本企业的水、电销售；机械设备制造、安装；技术及信息的开发、咨询、

服务；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码头装卸；一般货物仓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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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72,755.92 5,970,002.74

股东权益 1,901,815.49 2,472,956.14

负债总额 170,940.43 3,497,046.60

银行贷款总额 - 2,915,767.64

流动负债总额 170,880.43 1,365,050.60

主要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37.07

利润总额 2,514.05 435.24

净利润 1,880.36 140.66

（二）盛元化纤

1、公司基本情况：

浙江盛元化纤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28日，注册资本136,986万元，实收资本136,986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李水荣。住所为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东沙村红阳路；经营范围：“制造、加工：涤纶、氨纶（仅限筹建）；经

销：轻纺原料及产品；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公司直接持有盛元化纤87.60%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1,844.63 534,066.03

股东权益 149,264.42 146,680.12

负债总额 242,580.21 387,385.90

银行贷款总额 169,536.80 186,096.00

流动负债总额 239,614.35 360,642.10

主要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86,649.21 405,267.56

利润总额 28,746.97 -1,723.90

净利润 25,744.31 -2,584.29

（三）逸盛大化

1、公司基本情况：

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4月29日，2013年增资后的注册资本为245,645万元， 实收资本245,

64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李水荣，住所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孤山，经营范围：“精对苯二甲酸生产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国内一般贸易；沿海港口船舶停靠服务；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公

司通过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逸盛大化59.22%的股权，为其控股股东。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3,477.46 1,651,626.58

股东权益 472,166.08 541,043.11

负债总额 771,311.38 1,110,583.46

银行贷款总额 438,297.35 568,870.21

流动负债总额 709,936.01 999,526.48

主要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869,793.21 2,149,152.30

利润总额 10,939.10 80,668.39

净利润 9,420.74 68,877.03

（四）中金石化

1、公司基本情况：

宁波中金石化有限公司成立于2004年9月15日，注册资本460,000万元，实收资本460,000万元，法定代表

人为李水荣，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仓储；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除危险品）批发、零售；PX项目设施建设；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商务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

术除外；装卸服务等。目前公司持有中金石化100%的股权。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4,467.04 2,489,601.07

股东权益 760,873.81 848,224.23

负债总额 1,413,593.23 1,641,376.84

银行贷款总额 1,080,502.76 1,266,400.45

流动负债总额 1,039,193.23 1,329,376.84

主要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423,220.09 1,382,119.83

利润总额 117,346.42 102,109.54

净利润 101,784.99 87,350.42

（五）香港盛晖

1、公司基本情况

香港盛晖有限公司 （英文名：HONG� KONG� SHENG� HUI� LIMITED） 是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7年7月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纺织、化纤及与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相关的原材料、产

品的进出口贸易。香港盛晖有限公司公司注册资本10万美元，投资总额为1,970万美元。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2,854.81 105,406.41

股东权益 40,600.52 38,088.79

负债总额 82,254.29 67,317.61

银行贷款总额 36,134.98 -

流动负债总额 82,254.29 67,317.61

主要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9,837.06 73,033.07

利润总额 8,473.67 -1,714.90

净利润 8,473.67 -1,714.90

（六）荣盛石化（新加坡）

1、公司基本情况：

荣盛石化（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是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在新加坡设立的子公司，注册资本61,440万

元人民币（折合9600万美元），经营范围：石油化工产品及其原材料等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持有荣盛石化（新

加坡）100%的股权。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4,854.23 395,471.48

股东权益 102,867.18 113,238.91

负债总额 31,987.05 282,232.57

银行贷款总额 - 14,549.17

流动负债总额 29,616.42 279,736.77

主要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611,389.99 1,926,748.11

利润总额 30,272.96 4,940.43

净利润 28,170.91 4,940.43

（七）香港逸盛

1、公司基本情况：

香港逸盛大化有限公司（英文名：HONG� KONG� YI� SHENG� DA� HUA� CO.,LIMITED）是逸盛大化

石化有限公司于2012年6月5日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主要经营为商品贸易。香港逸盛注册资本为10万美

元。逸盛大化持有其100%的股权。

2、被担保人最近一年的相关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主要项目 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862.59 114,639.35

股东权益 9,108.79 21,081.47

负债总额 29,753.80 93,557.88

银行贷款总额 - -

流动负债总额 29,753.80 93,557.88

主要项目 2017年度（经审计） 2018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03,540.31 597,424.87

利润总额 4,658.33 12,080.50

净利润 4,658.33 12,080.5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由上述控股子公司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各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能力，充分

满足其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需求，有效提升各子公司经营效益。公司对上述各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有绝对控制

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此次担保符合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的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34,699.20万元，美元2,828.50万元，合计人民币

54,111.76万元（美元折人民币汇率为6.8632），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80%。除此之外，公司无其

他对外担保，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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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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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01月31日下午2：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01月30日-2019年01月3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19年01月31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19年01月30日下午15:00至2019年01月3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十二楼会议室。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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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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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01月28日，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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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授权代理人

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将审议以下事项：

1、《关于公司2019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01月16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特别提示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的要求，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需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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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9年01月29日上午9：00一11：30，下午13：30一17：00。

2、登记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控股大楼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托

书，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3）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

（4）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方式凭以上有关证件的进行登记，需在2019年01月29日下午17点前送达

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4、会议费用情况：会期预计半天，与会人员食宿、交通费自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和投票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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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

程见附件。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人：胡阳阳、倪梦娜

2、联系电话：0571-82520189

3、传 真：0571-82527208转8150

4、邮政编码：311247

六、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01月15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493，投票简称：荣盛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对于非累计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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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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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01月3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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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月30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01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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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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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9年01月31日召开的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

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控股子公司互保额度的议案》 √

注：请在每一需审议的议案或事项表决栏的“同意” 、“弃权”或“反对”栏内划“√” ，填写其它标记、漏

填或重复填写的无效。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明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股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2019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委托授权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200168� � � �证券简称：舜喆B� � � �公告编号：2019-002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O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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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在《证券时报》、香港《大公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了《关于召开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8-071），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

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公司2018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二〇一九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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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月18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月17日-2019年1月18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2） 通过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月17日下午15：00至2019年1月18日下午15：00的任意

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1月14日

B股股东应在2019年1月9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七）出席对象：

1、 截至2019年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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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

广东省普宁市军埠镇美新工业园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如下：

1、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

（二）本次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28日刊登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香港

《大公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公告》。

（三）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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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

投票提案

1.00 提案1�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出席会议的法人股东应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卡；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1月16日（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30）

3、登记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二）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55-82250045� � � � � � � � � � � � � �传真：0755-82251182

联 系 人：徐巍 邮箱：xw@200168.com

2、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网络投票。

六、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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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168” ，投票简称为“舜喆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1）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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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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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

为2019年1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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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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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舜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 ）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贵司二O一九年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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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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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之日止。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股东大会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提案 总议案

非累积

投票提案

1.00 提案1�关于变更承诺事项的议案。

特别说明：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 为准，对同一

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

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股份性质（填股数）： 股有限售条件股； 股无限售条件股；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签字（盖章）：

股票代码：600188� � � �股票简称：兖州煤业 公告编号：临2019-003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18年度

未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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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预约披露2018年度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通

知》（中汇交公告〔2018〕55号），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兖矿财务

公司” ）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18年度利润表（未经审计）于近日在中国货币网

(www.chinamoney.com.cn)进行披露。

兖矿财务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18年度利润

表（未经审计）如下：

一、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或股东权益）

资 产： 负 债：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 1,023,925,049.22 583,953,224.77 向中央银行借款

存放同业款项 14,529,606,551.33 6,656,936,954.63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贵金属 拆入资金

拆出资金 195,000,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资产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吸收存款 21,622,908,393.20 10,917,722,446.75

应收利息 应付职工薪酬 593,205.52 598,642.21

发放贷款和垫款 7,362,029,176.36 5,407,926,732.00 应交税费 27,978,537.24 17,014,472.93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应付利息 2,020,916.66 5,461,705.55

持有至到期投资 预计负债

长期股权投资 应付债券

投资性房地产 递延所得税负债

固定资产 5,827,504.61 2,397,623.39 其他负债 5,180,788.36 3,597,440.25

无形资产 负债合计 21,658,681,840.98 10,944,394,707.69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065,496.83 20,799,718.20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其他资产 1,008,620.69 实收资本(或股本) 1,000,000,000.00 1,000,000,000.00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盈余公积 127,913,334.89 108,267,302.00

一般风险准备 334,206,085.60 183,052,927.12

未分配利润 25,661,137.57 436,299,316.18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 1,487,780,558.06 1,727,619,545.30

资产总计 23,146,462,399.04 12,672,014,252.99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

总计

23,146,462,399.04 12,672,014,252.99

二、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2018年利润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339,312,777.73 229,304,752.54

利息净收入 335,437,581.07 229,717,921.52

利息收入 464,814,015.04 304,628,758.15

利息支出 129,376,433.97 74,910,836.63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989,434.46 1,821,794.03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2,039,621.91 1,860,493.97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50,187.45 38,699.94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公司和合营公司的投资收益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877,962.20 -2,234,963.01

其他业务收入 7,800.00

二、营业支出 77,069,031.84 28,878,169.07

营业税金及附加 2,075,234.64 2,009,157.01

业务及管理费 19,926,866.32 18,594,012.06

资产减值损失 55,059,130.88 8,250,000.00

其他业务成本 7,800.00 25,000.00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262,243,745.89 200,426,583.47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896,568.03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262,243,745.89 199,530,015.44

减：所得税费用 65,783,416.95 51,329,959.2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196,460,328.94 148,200,056.16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请投资者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07� � � �证券简称：多氟多 公告编号:2019-003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变动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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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 1�月1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变动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02）。为使投资者更充分地了解本次变动事项，现将有关事项补充说明如下：

一、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1、变动前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李世江 87481960 12.45

李凌云 5808933 0.83

李云峰 1378370 0.20

韩世军 3172755 0.45

侯红军 7280640 1.04

合计 105122658 14.97

2、变动后的一致行动人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股）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李世江 87481960 12.45

李凌云 5808933 0.83

李云峰 1378370 0.20

韩世军 3172755 0.45

谷正彦 375000 0.05

焦作多氟多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20334928 2.89

合计 118551946 16.87

二、其他说明

本次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变动，不会引起公司控制权的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22� � �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9-001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获批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生物” 或“公司” ）之控股子公司西安天隆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天隆” ）近日收到国家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的通知批复，由西安天隆

牵头承担的“荧光数字基因扩增单分子检测仪” 项目（以下简称“项目” ）获批立项。该项目目标是为了形

成功能健全、质量稳定可靠的荧光数字PCR基因扩增单分子检测仪器，为生命科学和精准医疗研究、食品

安全和环境微生物检测、 法医物证和海关检验检疫鉴定等需要核酸精确定量的应用需求提供测试技术支

撑。有关项目内容简要介绍如下：

1、项目名称：荧光数字基因扩增单分子检测仪

2、项目编号：2018YFF01012100

3、项目牵头承担单位：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

4、项目中央财政专项经费预算：人民币1575万元

5、项目研发团队：该项目采用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模式，由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牵头主持，与西安交

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北工业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上海微

系统研究所等共同承担。

“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任务

设立“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 重点专项。专项以关键核心技术和部件的自主研发为突破口，聚焦高端通

用科学仪器设备和专业重大科学仪器设备的仪器开发、应用开发、工程化和产业化开发，带动科学仪器系

统集成创新，并有效提升我国科学仪器设备行业整体创新水平与自我装备能力。

以上项目获批立项对公司当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601727 � �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19-002

可转债代码：113008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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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22日召开的董事会四届五十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部分闲置的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将总额

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相关

公告。

截止2019年1月15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已将该

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 � �公告编号：2019-05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

完成股权多元化改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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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中国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药集团” ）《关于完成股权多元化

改革的告知函》，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5〕22号）的有关要求，国药集团

被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务院国资委” ）选定为中央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试点单

位。国药集团由国有独资公司改革为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

司共同持股的股权多元化有限责任公司。近日，国药集团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改革完成后，国药集团继续作为国务院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中央企业，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关系保持

不变。

上述改革完成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000931� � �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19-005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开展

融资融券业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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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今日接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国美电

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美电器）《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国美电器与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首创证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

流通股52,300,355股转入首创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中，该部分股份所有权未发生转移。

截至公告披露日，国美电器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5,500,355股，占公司总股本（753,126,982股）的7.37%。其

中：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3,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2%；通过首创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52,300,3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94%。

备查文件：

国美电器《关于开展融资融券业务的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47� � � �证券简称：春兴精工 公告编号：2019-008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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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在保证募投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公司决定将不超过人民币 58,000.00万

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十二个月。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6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

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24）。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将 5,000万元资金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将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

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其余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届

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