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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临汾热电通过中航

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提供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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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扩展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保障公司所属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汾热电” ）资金衔

接，临汾热电拟采取售后回租的融资租赁方式，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 ）融资人民

币1.5亿元。 公司对临汾热电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

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勇；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路1261号；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自有设备租赁，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合同能源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实业投资，医疗器械经营，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997846.7899万元。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军；

注册地址：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金殿镇录井村（海姿公司）；

经营范围：电力、热力、电力技术咨询与服务；销售：粉煤灰及其制品，硫酸铵，石膏及其制品、再生水、材

料设备；融资租赁。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亿贰仟壹佰壹拾壹万壹仟壹佰壹拾壹元壹角壹分；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0%

山西海姿焦化有限公司 45%

北京国宏华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5%

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

年

12

月

31

日

315124.14 372651.02 -57526.88 76569.83 -24875.60

2019

年

03

月

31

日

317078.01 375671.35 -58593.33 29666.92 -1066.45

以上 2018年 12月 31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用于融资租赁的资产为临汾热电火电设备， 中航租赁购买以上资产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临

汾热电继续使用，临汾热电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币1.5亿元的资金。

租赁物明细如下：

序号 设备名称 原值

1

执行系统设备

4

套

957,264.96

2

增补湿度仪

2

套

30,769.23

3

增补流速仪

2

套

37,606.84

4

过滤器

1

台

42,735.04

5

电动单梁悬挂桥式起重机等

166,606.84

6

低压开关柜

2,767,179.49

7

浓缩罐搅拌机

100,000.00

8

原烟气挡板门

2

套

217,094.02

9

密封风机及控制柜

4

台

34,188.03

10

电加热器及控制柜

2

台

102,564.10

11

净烟气挡板门

2

套

757,264.96

12

旁路挡板门

2

套

846,153.85

13

喷淋层

2

套

1,709,401.70

14

自动包装码垛机组

1

套

1,247,863.24

15 UPS

电源

194,871.80

16

减温减压器

33,333.33

17

内热搅拌沸腾干燥机

2

套

2,444,444.34

18

电控计量泵

6

台

488,871.79

19

喷嘴

461,538.46

20

除雾器

2

套

208,547.00

21

水环真空泵

455,264.96

22

双级活塞推料式离心机

2

台

740,427.35

23

除雾器

2

套

594,871.76

24

无轴螺旋输送机

2

套

316,239.32

25

静态混合器

24,273.51

26

罗茨风机

6

台

917,948.72

27

旋流站

5

台

270,769.22

28

阀门等

4,377,264.91

29

电缆

2,054,339.25

30

在线连续测量

PH

计等设备

2,569,272.03

31

电缆

420,610.03

32

设备回收仪表系统

1

套

695,936.79

33

管式曝气器系统

2

套

615,384.62

34

气动开关蝶阀

4

只

38,974.36

35

防爆柜

2

台

11,965.81

36

缓冲器

2

套

3,589.74

37

电缆

30,350.00

38

阀门

255,899.00

39

压力变送器等设备

129,794.90

40

温度计等

7,404.00

41

衬胶管道

2,222,222.22

42

装车鹤管

2

台

27,435.90

43

烟气连续监测系统

4

套

1,247,863.24

44

吸收液缓冲槽

2

台

589,743.59

45

塑料托盘

22,260.00

46

配电柜

1

台

11,479.61

47

配电柜

1

台

34,560.19

48 1#

锅炉脱硝系统省煤器旁路烟道

2,257,700.36

49 1#

锅炉烟气余热回收系统

4,184,471.81

50 1#

锅炉引风机叶轮侧电动葫芦

141,025.65

51 1#

锅炉

1#

、

2#

引风机

2,055,418.47

52 1#

锅炉除尘器

2,459,401.70

53 1#

锅炉空气预热器

2,105,439.68

54 1#

锅炉脱硝系统

6,427,190.78

55

空预吹灰器等

109,829.06

56 2#

锅炉

1#

、

2#

引风机增容改造施工

1,863,247.86

57 2#

锅炉引风机叶轮侧电动葫芦改造

136,752.14

58 2#

锅炉空气预热器冷端元件改造

1,880,341.88

59 2#

锅炉脱硝系统省煤器旁路烟道改造

1,880,341.88

60 2#

锅炉烟气余热回收改造

4,093,846.15

61 2#

锅炉脱硝系统提效改造

4,576,666.67

62 2#

锅炉超低排放除尘器滤带改型

2,656,410.26

63

供热阀门

2,068,376.07

64

乏汽余热设备

39,604,282.87

65

尖峰冷却设备

12,936,045.31

66

尖峰乏汽安装工程

10,085,273.00

67

尖峰乏汽安装工程

6,442,544.00

68

热网加热器

6,700,000.00

69

关段风门及执行机构

1,661,200.00

70 MIS

、

SIS

采购合同

4,491,865.00

71

中压水电解制氢装置

1,956,000.00

72

水膜除尘器

701,240.00

73

气动隔绝门

350,000.00

74

综合办公楼消防系统

1,350,000.00

75

中压水电解制氢装置

1,956,000.00

76

补给水程控及水网辅网

3,687,956.00

77

热网疏水泵

1,095,900.00

78

双层复合压型墙板

4,049,730.00

79

国产调节阀

1,121,170.00

80

进口调节阀

2,730,000.00

81

直接空冷蝶阀

5,058,000.00

82

生活污水处理系统

1,091,800.00

83

离子交换器除盐设备

1,520,000.00

84

化学酸碱废水中和系统

1,054,600.00

85

风冷空调机（控制室）

1,475,000.00

86 2#

机空冷平台钢结构

9,400,000.00

87

特殊消防和火灾报警系统

10,459,555.00

88

除渣系统

3,152,222.22

89

制氢装置

1,671,794.87

90

超滤装置

5,241,912.81

合计

211,474,995.55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1.5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火电设备；

2.融资金额：1.5亿元；

3.租赁方式：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与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签署售后回租赁合同，采取售后回租方

式，即临汾热电将上述租赁物件转让给中航租赁，同时再向中航租赁该等租赁物件，租赁合同期内由临汾热

电按照售后回租赁合同的约定向中航租赁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5年（60个月）；

5.租赁担保：公司对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与中航租赁的售后回租赁融资总额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6.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手续费：相当于租赁本金（实际融资金额）的5%；保证金：相当于租赁本金（实际

融资金额）的7%；

7.租金及支付方式：基准利率（4.75%）上浮10%，5.225%，随基准利率的浮动相应调整，等额本息按季度

支付租金；

8.租赁资产所有权：在租赁期间租赁资产所有权归中航租赁所有；租赁期满后，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无违约事项，中航租赁以名义价格100元转让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给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债务人：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租前息、租赁手续费及利息、可能发生

的逾期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

或变卖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临汾热电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规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临汾热电的二股东一一山西海姿焦化有限公司以其所持临汾热电股份提供反担保。

4.临汾热电的三股东一一北京国宏华安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其所持临汾热电股份提供反担保。

5.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6.临汾热电2019年双机运营，冬季承担临汾市区供热，电热收入能够保证该笔还贷资金。 公司电费按时

足额回收，同时随着电力、燃煤市场的有利变化，公司经营情况逐步好转，现金流增幅攀升。在担保期内，董事

会认为被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180,072.73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

额合计为人民币280,135.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35.14%。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九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3.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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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全资子公司山阴风电贷款提供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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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一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山阴风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阴风电公司” ）向工

商银行朔州市山阴支行申请项目贷款65800万元，该项目贷款已取得山西省工行批复（工银晋信贷审批[2019]

000089号），批复金额65800万元，融资方案需公司提供本息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公司 融资额 持股比例 保证措施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山阴风电有限公司

65800

万元

100%

被担保公司以其电费收费权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山阴风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冬；

注册资本：16829.4万元；

实收资本：16829.4万元；

经营范围：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与开发;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相关的检修业务;可再生能源技术及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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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持股

比例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山阴

风电有限公司

16991.52 26.76 16941.51 0 0 100%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对象：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山阴风电有限公司；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借款到期日结束之日起两

年。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规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因山阴风电公司尚处于基建期，目前暂无销售商品现金流入，按照测算，预计其未来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 截止

2019

年

2

月底销售商品现金流入 预计

2020

年销售商品现金流入 预计

2021

年销售商品现金流入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山阴风电有限公司

0.00

万元

9621.62

万元

9621.62

万元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180,072.73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

额合计为人民币280,135.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35.14%。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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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长治发电公司

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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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一一山西漳泽电力长治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长治发电公司” ）向长治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郊区支行申请项目前期贷款15000万元，需公司提供本息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被担保公司 融资额 持股比例 保证措施

山西漳泽电力长治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5000

万元

100%

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电费收费权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被担保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漳泽电力长治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瑞清；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实收资本：15000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商品，热力商品生产和销售；电力生产相关燃料、材料、电力高新技术、电力物资的开发销

售；发电设备检修；电力工程安装、设计、施工（除土建）；工矿机电产品加工、修理；室内外装潢；采暖设备维

修；设备清扫；电力信息咨询及技术服务；电力系统设备及相关工程的设计、调试、试验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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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9年3月31日，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公司名称

资产

总额

负债

总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持股

比例

山西漳泽电力长治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5684.82 684.82 15000.00 0 0 100%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主要条款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对象：山西漳泽电力长治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为《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借款到期日结束之日起两

年。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规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因长治发电公司尚处于基建期，目前暂无销售商品现金流入；按照测算，预计其未来现金流情况如下：

单位 截止

2019

年

3

月底销售商品现金流入 预计

2020

年销售商品现金流入 预计

2021

年销售商品现金流入

山西漳泽电力长治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0.00

万元

55,417.01

万元

332,504.64

万元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180,072.73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

额合计为人民币280,135.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35.14%。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8临─033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雄风公司通过

中航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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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扩展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公司所属陕西雄风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雄风公司” ）拟向中航

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租赁公司” ）申请办理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

同》，将雄风公司光伏组件、支架、电缆、变压器设备等相关电厂附属设施以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租赁公司

融资人民币1.8亿元，公司拟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股东大会审

议。 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授权公司签署相关协议文件及办理相关手续。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交易对方名称：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勇；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泉路1261号；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自有设备租赁，租赁资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合同能源管理，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内贸易（除专项规定），实业投资，医疗器械经营，相关业务的咨询服务。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997846.7899万元。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陕西雄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梁宇宁；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定边县砖井镇西高圈村；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电能的生产和销售；光伏电站的综合利用及经

营，光伏发电技术咨询服务，光伏发电物资设备采购；风能发电技术转让咨询等；

注册资本：5000万元。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0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雄风公司

19322.66 14555.88 4766.78 3829.31 -233.22

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雄风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光伏组件、支架、电缆、变压器设备等相关电厂附属设施，中航租赁

购买以上设备后将以融资租赁方式出租给雄风公司继续使用，公司利用该等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融入人民

币1.8亿元的资金。

租赁物明细如下：

租赁物价值及明细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设备类别 币种 资产名称 原币原值

2019.3.31

净值

1

发电设备 人民币 光伏组件

12,298.31 11,276.02

2

发电设备 人民币 逆式变器

848.98 778.41

3

发电设备 人民币 支架

2,979.38 2,731.72

4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电缆

1,603.54 1,470.24

5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箱式变压器

725.18 664.90

6

发电设备 人民币

35KV

开关柜

156.91 143.86

7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直流汇流箱

32.59 29.88

8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直流汇流箱

135.26 124.02

9

发电设备 人民币

SVG 96.62 88.59

10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综自系统

131.25 120.34

11

发电设备 人民币

35KV

冷缩三芯户内终端

12.79 11.73

12

发电设备 人民币 优炫操作系统安全增强系统

34.59 31.72

13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电动收缩大门

9.93 9.11

14

发电设备 人民币 升压站

774.71 710.32

15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电气低压工程

375.51 344.29

16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电气高压工程

115.54 105.94

17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电气

35KV

线路敷设

146.54 134.36

18

发电设备 人民币 通讯柜

12.71 11.66

19

发电设备 人民币 防雷接地装置

333.64 305.91

20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照明系统

69.35 63.59

21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给排水系统

191.24 175.34

22

发电设备 人民币 消防系统

98.25 90.08

23

发电设备 人民币 火灾报警系统

98.25 90.08

24

发电设备 人民币 采暖通风系统

28.90 26.50

25

电子设备

-

通用设备 人民币 空调

0.45 0.40

26

电子设备

-

通用设备 人民币 空调

1.66 1.48

27

电子设备

-

通用设备 人民币 故障录波管理机（包括保信子系统更换）

3.45 3.20

合计

21,315.55 19,543.68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雄风公司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1.8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雄风公司光伏组件、支架、电缆、变压器设备；

2、融资金额：1.8亿元；

3、租赁方式：雄风公司与中航租赁签署售后回租合同，采取售后回租方式，即将雄风公司上述租赁物转

让给中航租赁公司，同时再向中航租赁租回该等租赁物，租赁合同期内由雄风公司按照售后回租合同的约定

向中航租赁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8年（96个月）；

5、租赁保证金及手续费：租赁保证金为7%（用于抵扣最后两期租金，手续费为5.56%，期初一次性收取。

6、租金及支付方式：年租赁利率为5.635%，还租方式为等额本息法按季支付，期末还款，前八期只还利

息；

7、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中航租赁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租赁设备所

有权归还雄风公司。

8、租赁担保：由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六、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雄风公司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2.�债务人：陕西雄风新能源有限公司；

3.�保证人：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范围：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出租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出租人为实现债

权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及主合同项下租赁物取回时拍卖、评估

等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如遇主合同项下约定的利率变化情况，还应包括因该变化而相应调整

后的款项；

6.�保证期限：为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七、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雄风公司提供融资担保，主要是为了满足其正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

2.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企业的资信状况良好，以上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

规定，公司为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3.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4.陕西雄风新能源有限公司2018年全年发电量 43530.90千千瓦时，营业收入3829.31万元，能够保证该笔

还贷资金。公司电费按时足额回收，同时随着新能源市场的有利变化，国家补贴及时到位，公司经营情况逐步

好转，现金流增幅攀升。 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被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八、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180,072.73万元，其中，对合并范围外企业担保余

额合计为人民币280,135.7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未经审计净资产的35.14%。 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事项。

九、备查文件

1.九届三次董事会决议；

2.融资租赁合同；

3.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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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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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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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九届三次董事会于2019年4月19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4月12日以电话和电邮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

决董事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形成以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临汾热电通过中航租赁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临汾热电通过中航租赁开

展融资租赁业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2.�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山阴风电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山阴风电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3.�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长治发电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长治发电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4.�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西安城投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议案》。 （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西安城投租赁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将河津发电分公司发电机器及其他设备资

产以售后回租方式，向西安城投租赁公司融资人民币50000万元。

5.�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通过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的议案》。 （本议案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中航租赁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将漳泽发电分公司发电机器及其他设备资产以

售后回租方式，向中航租赁公司融资人民币25000万元。

6.�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雄风公司通过中航租赁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雄风公司通过中航租

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7.�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本议案

未达到应专项披露的事项标准）

董事会同意公司通过商业银行向全资子公司山西龙永太物资有限公司、 晋城市万鑫顺达新能源有限公

司与陕西雄风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提供人民币2883万元、 人民币2701万元及人民币1446万元的委托贷款额

度，期限一年，委托贷款利率不低于同期基准利率。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书勤、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书勤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先龙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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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263,729.23 301,852,609.73 -7.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7,744,825.56 28,783,485.61 -73.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870,065.51 27,785,811.72 -75.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010,625.37 35,273,190.92 -102.87%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360 0.1339 -73.11%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360 0.1339 -73.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1% 4.22%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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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001,341.41 914,094,522.39 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00,002,010.59 691,876,005.55 1.1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137.9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39,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75.5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6,137.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016.40

合计

874,760.0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8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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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30.91% 66,466,784

铜陵天源股权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61% 9,916,200

钱翠屏 境内自然人

4.20% 9,030,698

#

夏多友 境内自然人

1.76% 3,779,501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74% 3,751,765

#

夏修晗 境内自然人

1.35% 2,897,6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30% 2,798,900

#

李双喜 境内自然人

0.71% 1,517,601

嘉兴合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65% 1,405,000

#

王玉年 境内自然人

0.45% 960,8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6,466,784

人民币普通股

66,466,784

铜陵天源股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916,200

人民币普通股

9,916,200

钱翠屏

9,030,698

人民币普通股

9,030,698

#

夏多友

3,779,501

人民币普通股

3,779,501

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751,765

人民币普通股

3,751,765

#

夏修晗

2,897,600

人民币普通股

2,897,6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7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2,798,900

#

李双喜

1,517,601

人民币普通股

1,517,601

嘉兴合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05,000

人民币普通股

1,405,000

#

王玉年

960,800

人民币普通股

960,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十名股东中铜陵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92%

的股权，未知其他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

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夏多友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365,301

股，夏修晗通过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2,

862,800

股，王玉年通过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890,000

股

,

李双喜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

60,5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53.80%，主要系客户信用期内欠款增长103.07%和承兑票

据余额增长15.03%共同影响所致。

2、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427.74%，主要系暂借款和保证金增加影响所致。

3、其他流动资产期末余额较年初下降40.19%，主要系上年预缴的企业所得税款减少影响所致。

4、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229.44%，主要系项目投入增加影响所致。

5、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31.81%，主要系应付供应商采购款增加影响所致。

6、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111.54%，主要系按合同约定预收产品销售货款增加影响所致。

7、应付职工薪酬期末余额较年初下降45.66%，系职工薪酬发放影响所致。

8、应交税费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314.68%，主要系当期未交税费增加影响所致。

9、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年初增长111.97%，主要系投标及供货保证金等增加影响所致。

（二）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下降64.73%，主要系银行借款减少影响所致。

2、营业利润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下降72.92%，主要系钛白粉销售价格同比下降、环保运行成本上升共

同影响所致。

3、利润总额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下降72.95%，主要系营业利润同比下降影响所致。

4、所得税费用本期金额较上年同期下降71.05%，主要系利润总额同比下降影响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项目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102.87%，主要系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下降47.52%、收

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增长112.28%、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下降27.86%、支付给职工以

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下降11.39%、 支付的各项税费下降61.51%和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下降

26.36%共同影响所致。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60.55%，主要系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下

降25.65%和购建固定资产所支付的现金下降57.87%共同影响所致。

3、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长1282.78%，主要系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下降40.40%、

偿还银行借款支付的现金下降80%和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下降18.41%共同影响所致。

受以上因素的共同影响，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较上年同期下降76.29%。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铜化集团和

实际控制人铜陵市华

盛化工

同业竞争承诺

目前未以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从事与安纳

达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未拥有与安纳达业务

相同或相似的控股公

司、联营公司及合营公

司，将来也不会从事与

安纳达相同或相似的

业务。 不会直接投资、

收购与安纳达业务相

同或相似的企业和项

目，不会以任何方式为

竞争企业提供帮助。

如果将来因任何原因

引起与安纳达发生同

业竞争，将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放弃此类同业

竞争。

2010

年

08

月

1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控股股东铜化集团 关联交易承诺

将逐步减少与安纳达

之间的关联交易，在必

须与安纳达进行交易

时，将严格依照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及《安徽

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中关于关联

交易的有关规定，依据

市场规则，本着一般商

业原则、公平合理进行

交易，切实保障安纳达

和其他股东利益，并保

证不通过上述关联交

易取得任何不正当的

利益或使安纳达承担

不正当的义务，就与安

纳达可能发生的交易

行为进行决策时，将依

法放弃参与该等交易

决策的表决权。

2010

年

08

月

19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承诺

股权激励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按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未履行完毕的，应当详细说明未完成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不适用

四、对2019年1-6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1-6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净利润为正，同比下降50%以上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60.71%

至

-21.42%

2019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2,000

至

4,000

2018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5,090.6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预计二季度钛白粉行业景气有望延续，但受一季度业绩大幅下滑的影响，

1-6

月份经营业绩同比下降。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陈书勤

二0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36� � �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19－15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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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4月8日以邮件及送达的方式发出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2019年4月19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

应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9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2019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详细情况见《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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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136� � �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19－16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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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9年4月8日以邮件及送达的方式发出

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2019年4月19日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

应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参与表决的监事3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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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以3票赞成，0票弃权，0票反对，审议通过了《2019年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9年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2019年 4 月 20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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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99� � � �股票简称：华润三九 编号：2019一016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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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会主席方明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方明先生由于已到退休年龄，提请辞去公

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方明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截至本公告日，方明先生未

持有本公司股票。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方明先生辞去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司监事会

时生效。 此次监事辞职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

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尽快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及监事会主席。

公司监事会谨对方明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润三九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163� � � �证券简称：中航三鑫 公告编号：2019-028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延迟回复深交所年报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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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5日收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

《关于对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19】第 53�号）（以下简

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问询函中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2019年4月1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

送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并对外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部门及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回复。

由于问询函中涉及的部分问题需要年审会计师及律师出具意见，且需进一步细致核查，经向深交所申请

延迟回复。 公司预计将于2019年4月26日前对问询函的问题予以回复并对外披露。

特此公告。

中航三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安徽安纳达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36� � � �证券简称：安纳达 公告编号：2019-14

第一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002145� � � �公司简称：中核钛白 公告编号：2019-051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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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李建锋先生的通知，其将持有

的公司部分股票进行了解除质押，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及一致行动

人

解除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解除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李建锋 是

32,739,900 2017

年

10

月

19

日

2019

年

4

月

18

日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55%

合计

- 32,739,900 - - - 5.55%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锋先生共持有公司股份589,559,7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05%。 其所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56,527,2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97%，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94.40%。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中核华原钛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221� � � �证券简称：东华能源 公告编号：2019-041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说明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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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注到网络媒体关于《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关

于对全省第一批危化品重大事故隐患挂牌督办的通知》的有关报道，其中提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东华能源

（宁波）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新材料” ）出现在挂牌督办名单之中。 公司就相关情况说明如

下：

2019年3月，宁波新材料收到浙江省当地有关政府的安全检查通知，宁波新材料立即进行全面安全排

查，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对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对安全隐患进行积极整改，

并已于4月初完成整改。 公司将继续加强安全管理工作，牢筑安全生产的根基。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稳定，业务经营状况良好,公司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定披露信息，积极保

障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