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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2

证券简称：平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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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13532

公告编号：2019-045

序
号

资金
来由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元）

中福海峡（平潭）
招商银行[CFZ00455]号
23 发展股份有限公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200,000,000.00 2018.05.16

2018.06.25

已赎回，获利
727671.23元

中福海峡（平潭）
渤海银行[S18507]号结构 闲置募
24 发展股份有限公
性存款理财产品
集资金
司

100,000,000.00 2018.05.16

2018.06.25

已赎回，获利
427397.31元

中福海峡（平潭）
渤海银行[S18497]号结构 闲置募
25 发展股份有限公
性存款理财产品
集资金
司

400,000,000.00 2018.05.22

2018.06.25

已赎回，获利
1482739.84元

中福海峡（平潭）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26 发展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CNYAQKF]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200,000,000.00 2018.05.25

2018.06.26

已赎回，获利
596164.38元

中福海峡（平潭）
渤海银行[S18673]号结构 闲置募
27 发展股份有限公
集资金
性存款产品
司

200,000,000.00 2018.06.26

2018.09.26

已赎回，获利
2393424.84元

中福海峡（平潭）
招商银行[CFZ00481]号
28 发展股份有限公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100,000,000.00 2018.06.26

2018.09.26

已赎回，获利
1035945.21元

起始日

预计年化收益

到期日

中福海峡（平潭）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29 发展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CNYAQKF]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170,000,000.00 2018.06.26

2018.09.26

已赎回，获利
1713972.60元

1

厦门国际银行公司结构性存
闲置募集
款产品（挂钩SHIBOR A款）
资金
2019第2243期

30,000,000.00

2019.06.11

3.75%

2019.07.22

中福海峡（平潭）
浦发银行-公司新客固
30 发展股份有限公
定持有期JG402期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30,000,000.00 2018.06.26

2018.09.26

已赎回，获利
356000.00元

2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 闲置募集
放[CNYAQKF]
资金

120,000,000.00

2019.06.11

3.60%

2019.08.14

55,000,000.00 2018.08.10

2018.09.10

已赎回，获利
182178.08元

3

渤海银行[S190797]号结构性
存款产品

中福海峡（平潭） 福建海峡银行“海蕴 理
闲置自
31 发展股份有限公 财一稳健系列” 人 民币
有资金
司
理财产品

100,000,000.00

2019.06.12

0.30%/3.55%

2019.07.18

中福海峡（平潭） 福建海峡银行“海蕴理
闲置募
32 发展股份有限公 财-稳健系列” 人民币理
集资金
财产品
司

40,000,000.00 2018.08.24

2018.09.26

已赎回，获利
133808.22元

闲置募集
资金

二、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短期理财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
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针对投资风险，除严格执行公司有关
对外投资的内部控制规定外，为有效防范投资风险，公司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财务部建立投资台账，设专人管理存续期的理财产品并跟踪理财资
金的进展及安全状况，出现异常情况时及时通报公司监察审计部、公司董事长
及公司证券部，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资金的
安全。
2、 公司监察审计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
审计与监督，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
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将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
检查。
4、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报告期内保本型理财
产品的购买及相关损益情况。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以及保护资金安全的情
况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
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截止公告日，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过去12个月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表：

闲置募
集资金

170,000,000.00 2018.09.26

2018.12.28

已赎回，获利
1732602.74元

中福海峡（平潭）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34 发展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CNYAQKF]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100,000,000.00 2018.09.27

2018.11.02

已赎回，获利
320547.95元

中福海峡（平潭）
招商银行[CFZ00534]号
35 发展股份有限公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100,000,000.00 2018.09.27

2018.12.26

已赎回，获利
875342.47元

中福海峡（平潭）
渤海银行[S181184]号结
36 发展股份有限公
构性存款产品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100,000,000.00 2018.09.27

2018.12.28

已赎回，获利
1047123.34元

中福海峡（平潭） 厦门国际银行公司结构
闲置自
37 发展股份有限公 性存款（挂钩SHIBOR B
有资金
款）第1087期
司

8,000,000.00 2018.09.27

2018.10.29

已赎回，获利
21688.89元

中福海峡（平潭）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闲置募
38 发展股份有限公
集资金
性存款
司

30,000,000.00 2018.10.10

2018.12.28

已赎回，获利
259726.03元

中福海峡（平潭）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闲置募
39 发展股份有限公
34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 集资金
司

33,000,000.00 2018.10.11

2018.11.15

已赎回，获利
92219.18元

中福海峡（平潭） 厦门国际银行公司结构
闲置自
40 发展股份有限公 性存款（挂钩SHIBOR A
有资金
款）第1372期
司

8,000,000.00 2018.10.30

2018.12.01

已赎回，获利
24888.89元

闲置募
集资金

40,000,000.00 2018.11.02

2018.12.28

已赎回，获利
133260.27元

产品
到期日

中福海峡（平潭）
中国民生银行与利率挂 闲置募
42 发展股份有限公
钩的结构性产品
集资金
司

20,000,000.00 2018.11.02

2018.12.12

是否到期赎回

已赎回，获利
77808.22元

1,000,000.00 2018.07.03

2018.10.02

已赎回，获利
7890.41元

中福海峡（平潭）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43 发展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CNYAQKF]
司

闲置自
有资金

10,000,000.00 2018.11.02

2018.12.28

已赎回，获利
33315.07元

闲置自
有资金

1,500,000.00 2018.08.10

2018.10.12

已赎回，获利
7643.83元

中福海峡（平潭）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闲置募
44 发展股份有限公
34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 集资金
司

33,000,000.00 2018.11.16

2018.12.21

已赎回，获利
92219.18元

本利丰62天

闲置自
有资金

1,000,000.00 2018.10.08

2018.12.08

已赎回，获利
5180.82元

10,000,000.00 2018.12.03

2018.12.24

2018.12.16

已赎回，获利
6216.99元

已赎回，获利
17500.00元

本利丰62天

闲置自
有资金

中福海峡（平潭） 厦门国际银行公司结构
闲置自
45 发展股份有限公 性存款（挂钩SHIBOR A
有资金
司
款）第201810009期
中福海峡（平潭）
中国民生银行与利率挂 闲置募
46 发展股份有限公
钩的结构性产品
集资金
司

20,000,000.00 2018.12.13

2019.01.22

已赎回，获利
77808.22元

33,000,000.00 2018.12.24

2019.02.25

已赎回，获利
170967.12元

100,000,000.00 2018.12.27

2019.03.27

已赎回，获利
845753.42元

序
号

公司名称

产品名称

资金
来源

1

明溪县恒丰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

本利丰90天

闲置自
有资金

2

明溪县恒丰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

本利丰62天

3

明溪县恒丰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

明溪县恒丰林业
4
有限责任公司

中福海峡（平潭）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33 发展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CNYAQKF]
司

中福海峡（平潭）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41 发展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CNYAQKF]
司

认购金额
（元）

收益 起始
日

1,200,000.00 2018.10.15

5

明溪县恒丰林业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接 闲置自
C0006197
有资金
有限责任公司

1,000,000.00 2018.10.23 无固定期限

已赎回，获利
5966.68元

6

明溪县恒丰林业
大成景安短融A000128
有限责任公司

闲置自
有资金

2,000,000.00 2018.12.18 无固定期限

已赎回，获利
3644.79元

中福海峡（平潭）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 闲置募
47 发展股份有限公
62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 集资金
司

7

明溪县恒丰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

金钥匙安心保利90天
3.75%

闲置自
有资金

1,000,000.00 2019.01.02

2019.04.01

已赎回，获利
9246.58元

中福海峡（平潭）
招商银行[CFZ00608]号
48 发展股份有限公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明溪县恒丰林业
8
有限责任公司

金钥匙安心保利90天
3.75%

闲置自
有资金

2,000,000.00 2019.01.11

2019.05.02

提前赎回，获
利18493.15元

闲置募
集资金

170,000,000.00 2018.12.28

2019.03.29

已赎回，获利
1398657.53元

明溪县恒丰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

金钥匙安心保利62天
3.65%

闲置自
有资金

2,000,000.00 2019.01.29

2019.05.01

已赎回，获利
20536.99元

中福海峡（平潭）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49 发展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CNYAQKF]
司

20,000,000.00 2018.12.28

2019.01.28

明溪县恒丰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

金钥匙安心保利62天
3.1%

闲置自
有资金

闲置募
集资金

已赎回，获利
56054.79元

10

2,000,000.00 2019.04.15

2019.06.17

未赎回

中福海峡（平潭）
兴业银行“金雪球-优
50 发展股份有限公
悦” 保本开放式人民币
司

明溪县恒丰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

金钥匙安心保利62天
3.1%

闲置自
有资金

2019.03.28

1,500,000.00 2019.04.23

2019.06.25

未赎回

闲置募
集资金

100,000,000.00 2019.01.03

11

中福海峡（平潭）
渤海银行[S190013]号结
51 发展股份有限公
构性存款产品
司

已赎回，获利
955068.53元

12

明溪县恒丰林业
有限责任公司

本利丰步步高开放式

闲置自
有资金

2,000,000.00 2019.06.03 无固定期限

未赎回

中福海峡（平潭） 中信理财之共赢保本步
闲置募
52 发展股份有限公 步高升B款人民币理财
集资金
产品
司

15,000,000.00 2019.02.01

--

已赎回，获利
70843.83元

13

福建中福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本利丰天天利滚利

闲置自
有资金

400,000.00 2017.02.28

2020.08.31

已赎回，获利
5446.58元

中福海峡（平潭）
招商银行[CFZ00650]号
53 发展股份有限公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90,000,000.00 2019.03.28

2019.04.29

已赎回，获利
252493.15元

14

福建中福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日积月累

闲置自
有资金

400,000.00 2017.08.08

2024.04.08

已赎回，获利
1067.39元

闲置募
集资金

160,000,000.00 2019.03.29

2019.05.06

已赎回，获利
533041.10元

15

福建中福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本利丰步步高

闲置自
有资金

400,000.00 2018.01.09

2026.09.23

已赎回，获利
3747.95元

中福海峡（平潭）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54 发展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CNYAQKF]
司
中福海峡（平潭）
渤海银行[S190488]号结
55 发展股份有限公
构性存款产品
司

100,000,000.00 2019.03.29

2019.05.06

已赎回，获利
359589.12元

2018.07.17

已赎回，获利
8013.70元

闲置募
集资金

本利丰90天

闲置自
有资金

中福海峡（平潭）
招商银行[CFZ00679]号
56 发展股份有限公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90,000,000.00 2019.04.30

2019.05.30

已赎回，获利
251506.85元

2018.08.20

已赎回，获利
16359.59元

中福海峡（平潭）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闲置自
57 发展股份有限公
有资金
性存款
司

44,000,000.00 2019.04.30

2019.05.07

已赎回，获利
24471.23元

9

福建中福生物科
16
技有限公司

“安心快线天天利” 开放
福建省建瓯福人
闲置自
17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法
木业有限公司
有资金
人专属）

1,000,000.00 2018.04.18
1,700,000.00 2018.04.26

“安心快线天天利” 开放
福建省建瓯福人
闲置自
18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法
木业有限公司
有资金
人专属）

1,000,000.00 2018.05.16

“安心快线天天利” 开放
福建省建瓯福人
闲置自
19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法
木业有限公司
有资金
人专属）

1,000,000.00 2018.05.17

“安心快线天天利” 开放
福建省建瓯福人
闲置自
20
式人民币理财产品（法
木业有限公司
有资金
人专属）

1,000,000.00 2018.05.28

2018.07.12

已赎回，获利
4705.48元

中福德馨（平潭）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财富 闲置募
21 健康管理有限公
班车1号
集资金
司

6,200,000.00 2019.05.24

2019.06.24

未赎回

中福德馨（平潭）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财富 闲置自
22 健康管理有限公
班车1号
有资金
司

证券代码：000732

2018.08.14

2018.08.28

已赎回，获利
7417.81元
已赎回，获利
8438.36元

中福海峡（平潭）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
58 发展股份有限公
按期开放[CNYAQKF]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150,000,000.00 2019.05.06

2019.06.11

已赎回，获利
458630.14元

中福海峡（平潭）
渤海银行[S190665]号结
59 发展股份有限公
构性存款产品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100,000,000.00 2019.05.07

2019.06.10

已赎回，获利
334520.63元

中福海峡（平潭）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 闲置自
60 发展股份有限公
有资金
性存款(开放式）
司

30,000,000.00 2019.05.24

--

未赎回

2019.07.01

未赎回

中福海峡（平潭）
招商银行[CFZ00692]号
61 发展股份有限公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司

闲置募
集资金

90,000,000.00

2019.05.30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2019.06.27

未赎回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公告编号：2019-071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福建泰信置业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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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100%；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经营需要，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
福建泰信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泰信” ）作为借款人，接受兴业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提供的不超过6.8亿元贷款，期限不超过18个月。作为担保方，公司为
上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12日、2019年5月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
会议及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预计情况的
议案》（详见公司2019-032号、2019-049号公告）， 对未来十二个月对外担保情
况进行了授权预计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在已授权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福建泰信的累计预计担保额度为30亿元，目前已使用额
度6.8亿元（含本次的担保额度6.8亿），剩余担保额度为23.2亿元。
根据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经营层已在上述框架范围内作出
决策。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福建泰信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前亭镇后蔡村秀岛西路一号
法定代表人：黄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7月20日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市政道路工程；土
木工程；建筑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物拆除服务；建材批发。
股权结构：

与上市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经营状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56,107.77

640,553.72

负债总额

758,142.56

641,832.6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净资产

-

-

758,142.56

641,832.64

-2,034.79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1,278.92
2018年1-12月
（经审计）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007.88

-1,516.30

-755.87

-1,138.59

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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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于2019年6月10日以专人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会
议于2019年6月12日上午10:00在福州市晋安区鼓山镇洋里路16号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宏景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
事九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九人（其中董事吴宗鹤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现
场会议，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并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海环水务有限公司投资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厂一级
A提标改造工程及相关运营事项的议案》。
同意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海环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海环” ）投
资4148.49 万元对其拥有的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厂实施一级A提标改造工程，并
与江苏大丰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补充协议。提标工程投资除江苏海环自
有资金外，其余投资款采取银行融资方式筹措，若建设期内银行融资无法到位，由
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过渡期借款。董事会同意江苏海环先行开展提标工程招标工
作，同时加快推进与当地主管部门的价格认定与谈判工作。污水费认定原则拟按
污水费价格按全成本覆盖及行业合理收益为测算原则，以“原特许经营污水处理
执行单价+一级A提标工程增加水价” 予以价格认定。在取得政府主管部门关于污
水费定价原则有关批示或相关政府文件的前提下，正式开始提标工程施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控股子
公司投资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厂一级A提标改造工程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9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3日
股票代码：603817
转债代码：113532

经核查，被担保方福建泰信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拟签署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被担保人：福建泰信置业有限公司
担保人：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额度：不超过6.8亿元
担保期限：不超过18个月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四、提供担保的原因
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资金需求，被担保公司所开发项目
前景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为其担保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8,445,337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457.53%。 其中， 对参股公司实际担保
346,906万元，其余均为对全资、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以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提
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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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投资大丰港石化园区
污水厂一级A提标改造工程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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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厂一级A提标改造工程
● 投资金额：项目总投资约4148.49万元，其中工程费用约3315.18万元
● 本次投资事宜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 本次投资基本情况
为改善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状况，维护海洋生态安全，切实加强近岸海域环境
保护工作，根据江苏省关于全省沿海化工园区（集中区）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要
求，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控股子公司江苏海环水
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海环公司” ）拟实施旗下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厂一
级A提标改造项目。提标改造工作完成后，将使旗下的石化园区污水厂出水排放
标准由《化学工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32/939-2006）表2中一级标准提
高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二) 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6月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江苏海
环水务有限公司投资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厂一级A提标改造工程及相关运营事
项的议案》。
(三) 本次投资事宜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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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本次投资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一）江苏海环公司情况
1、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2018年6月，海环公司以5288.58万元收购中信环境技术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持有的中信环境水务（盐城大丰）有限公司70%股权，设立江苏海环公司。江苏海
环公司由海环公司与中信环境技术投资(中国)有限公司合资经营，持有股权比例
分别为70%和30%。
2、公司经营情况
江苏海环公司旗下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厂处理规模1万吨/日， 项目模式为
BOO， 原特许协议约定污水处理单价为4.65元/吨。2013年5月1日开始商业运营
后，由于原规划大型石化企业未能入驻等原因影响，进厂水量少，开发区管委会与
项目公司 （原中信环境水务盐城大丰有限公司， 现更名为江苏海环水务有限公
司）、水务公司（管委会下属国企）签订《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营协议》、《污水处理
厂租赁协议》，自2015年1月起，原《项目协议书》以及相关涉及石化园区污水厂
特许经营的相关协议暂停执行，石化园区污水厂以租赁方式由水务公司负责运营
和管理，租赁期至2024年12月31日。租赁期间，由管委会及水务公司向江苏海环公
司支付租赁费633万元/年。
据《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告》，江苏海环公司2018年度财务情况：资产总
额：7954.49万元， 负债总额：61.26万元， 所有者权益：7893.23万元。 利润总额为：
39.79万元，所得税费用：10.36万元，净利润：29.43万元。
（二）提标工程项目情况
1、项目总投资
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厂一级A提标改造工程总投资约为 4148.49 万元，其中
工程费用约为3315.18 万元。
2、处理规模与项目方案
大丰港石化园区污水厂处理规模1万吨/日，现主要处理石化园区、苏盐园区
废水以及海洋生物产业园污水。本次提标改造规模为1万吨/日，在现有大丰港石
化园区污水厂用地范围内实施。工艺方案选择在现有污水厂运行情况及进水水质
分析（特征为海藻酸钠废水）、试验及类似案例调研的基础上，经方案比选及专家
论证评审，拟在现有“气浮+水解酸化+生化+MBR” 工艺基础上，对现有水处理
工艺进行改造，即强化预处理气浮混凝、MBR优化补强措施，同时增加深度处理
臭氧高级氧化工艺；污泥处理工艺考虑海藻酸钠废水黏度大难脱水特点，综合考
虑后续污泥处置出路问题，拟将带式脱水改为板框脱水。本次提标改造工程污水
经处理后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
（最终执行标准以环评批复意见为准）。
3、建设资金筹措
本项目建设资金为企业自筹，按资本金30%，融资70%考虑。根据江苏海环公
司目前经营情况，项目自有资金约1200万元已到位，其余70%拟采取银行融资。若
建设期内银行融资无法到位，拟由双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借款。
4、实施方式
为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节省项目建设时间，本项目拟采用设计施工总承包的
方式进行公开招标。考虑到江苏项目管理的要求及便捷性，项目咨询单位（招标
代理机构、勘察、环评、安评单位等）拟采用询比价方式在江苏当地具有第三方资
质单位择优比选确定。
（三）提标工程投资收益分析
根据项目申请报告针对提标改造部分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测算投资收益如
下：
1、财务内部收益率：所得税后项目内部收益率IRR =6.03%。
2、投资回收期：本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Pt =13.26年（含建设期1年）。
三、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由江苏海环公司实施大丰石化园区污水处理厂一级A提标改造工程项
目的投资、建设，符合国家关于“水十条” 以及江苏省沿海化工园区（集中区）环
境治理要求。
（二）公司有望以实施提标改造工程为契机，进一步与政府主管部门进行谈
判与洽商，通过新一轮的协议磋商及价格认定，实现项目效益提升。
四、 本次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实施提标改造事项涉及特许经营协议的重新谈判，其执行水价（包括原
水价以及提标新增水价）需政府主管部门及第三方机构重新认定，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特此公告。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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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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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6月12日14：5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院1号楼合生财富
广场15层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四）召集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赵晖先生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本公司股份总数为445,790,827股，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中，议案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为445,790,827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股份285,332,166股。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代表股份237,697,802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股份总数83.31%。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7,634,3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
份总数的16.69%。
3、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总股份 5%以下股份的股东，以下同）1
人，代表股份7,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份总数的0.0026%。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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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3,700,000.00 2019.05.28

公告编号：2019-036

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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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福海峡（平潭）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2月21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
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
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能够提供保本承诺的理财产品，购买理财产品的最高
存量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本数），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有效
期自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详见2018年12月22日刊登于 《证券时
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2018-133】号和【2018-134】号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向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
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分行、渤海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福州分行购买了银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一、理财产品的主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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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提案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审议与
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关于为参股公司中交世茂（北京）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285,332,166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
本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洲律师事务所委派焦健、陈思佳律师现场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法律意见书。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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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投资合同暨拟购买土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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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安徽马鞍山雨
山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雨山开发区” ）于2019年6月11日在马鞍山
市签订项目投资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公司拟在雨山开发区购置约120亩
工业用地用于高应力汽车稳定杆等新材料和防火构件及材料检测检验中心项目
建设之用，总投资估算约5亿元。公司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根据
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签署本合同及购买土地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合同主要内容
项目名称： 高应力汽车稳定杆等新材料和防火构件及材料检测检验中心项
目。
项目投资和建设内容：项目计划投资约5亿元。主要从事高应力汽车稳定杆等
新材料和产品研发、制造与销售和防火构件及材料检测检验。
位置和面积：项目位于雨山经济开发区东区，用地面积约120亩，具体位置见
项目用地平面界址四至坐标图。
土地用途、权属性质及使用年限：该项目为工业出让用地，出让期限50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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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类型为工业。
取得方式：公司通过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依法受让上述项目用地土地使用
权，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付款方式：公司按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总额、期限和方
式支付土地出让价款。
三、风险提示
1、本合同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的合作意愿和合作前提的框架性约定，付诸实施
以及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本合同涉及相关项目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的，应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涉及的土地需依法律程序
取得；具体建设内容需报规划主管部门审批，并履行环评备案、施工许可等相关手
续。因此，能否取得标的土地、标的土地取得价格、具体项目的内容等存在不确定
性。
2．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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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钢集团安徽天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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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境外全资公司
Top Wise Excellenc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CO., LTD
被债权人提起清盘申请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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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清盘申请概述
近日，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收到一封来自FOK
Hei Yu of FTI Consulting（Hong Kong）的信件。公司从信件内容及附件中了解
到， 公司于境外的全资公司Top Wise Excellenc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CO.,
LTD （智得卓越企业有限公司， 下称： 智得卓越） 被债权人SPDB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Value Partners Greater China High Yield
Income Fund 和Industrial Bank CO., LTD, Tianjin Branch向英属维京群岛当地
法院申请清盘，法院根据当地法律指定了FOK Hei Yu of FTI Consulting（Hong
Kong）和John David Ayres of FTI Consulting（BVI）作为共同临时清盘人。
二、被申请清盘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Top Wise Excellence 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CO., LT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
事：周桂芬
董
公司所在地：Craigmuir Chambers, Road Town, Tortola, VG 1110,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注册资本：50,000美金
成立时间：2016年4月15日
经营范围：销售类公司
三、后续进展情况
英属维京群岛当地法院指定的两位共同临时清盘人开始对智得卓越进行临
时托管。
四、对公司的影响
若智得卓越最终被英属维京群岛当地法院正式宣告破产，其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特此公告。
六、备查文件
1、《来自临时清盘人的信件》；
2、《英属维京群岛当地法院指定临时清盘人的法律文书》。
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6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