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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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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月23日召开

2018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豫园旅游商城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

册发行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的中期票据，可一次性发行或分期发行。具体

内容详见2018年1月24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上海豫园旅游

商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股东大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于2018年4月18日接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出的《接受注册通

知书》（中市协注［2018］MTN204号），核定本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30亿元，

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 由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上刊登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中期票据获得批准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36）。

2018年4月25日，公司根据该《接受注册通知书》，向市场发行2018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1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

登的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2018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18-039）。

2018年9月11日，公司根据该《接受注册通知书》，向市场发行2018年度第二

期中期票据1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

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2018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76）。

2019年7月18日，公司根据该《接受注册通知书》，向市场发行2019年度第一

期中期票据10亿元。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简称 19豫园商城MTN001

代码 101900938 期限 3年

起息日 2019年7月18日 兑付日 2022年7月18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4.53% 发行价格 面值100元

公司2019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的相关文件详见公司按照规定刊登于上

海清算所网站www.shclearing.com和中国货币网站www.chinamoney.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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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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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

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 ）通知，获悉新华联控股将其

所持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新华联控股有

限公司

是 76,000,000

2019年7月18

日

2020年7月22

日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6.55% 融资

合计 -- 76,000,000 -- -- -- 6.55%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华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1,160,272,58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1.17%，累计已质押1,133,641,56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7.70%，

占公司总股本的59.77%。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质押明细；

2、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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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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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获得补助的具体情况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或“天鹅股份” ）作为牵头

单位申报的“棉花智能化提级加工关键技术装备研发项目” 于2018年获得国家重

点研发计划“智能农机装备” 重点专项立项，具体详见《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39）。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于2019年7月18日拨

付第二笔项目财政经费509.10万元， 其中按照规定比例公司获得财政经费116.68

万元；剩余财政资金公司将按照规定拨付项目其他承担单位及参与单位。

二、公司收到的其他政府补助情况

公司及子公司自2019年1月至今收到的除上述以外的其他政府补助情况如

下：

序号 获得单位 获得补助时间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补助

类型

补助依据

1

北京万盛华通科

技有限公司

2019-1-10

增值税即征即

退

53.52 与收益相关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100号）

2

北京万盛华通科

技有限公司

2019-4-22

增值税即征即

退

57.80 与收益相关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100号）

3

武汉中软通科技

有限公司

2019-5-30

增值税即征即

退

42.36 与收益相关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100号）

4

新疆天鹅现代农

业机械装备有限

公司

2019-5-31

2019年师市科

技经费

12.00 与收益相关

《关于下达2019年度师市科技经费（预

算）的通知》（六师五市财建[2019]24

号）

5 天鹅股份 2019-6-13 专利资助资金 0.40 与收益相关

《关于印发山东省知识产权（专利）资

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鲁财教[2017]29

号）

6

北京万盛华通科

技有限公司

2019-6-14

增值税即征即

退

8.52 与收益相关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1]100号）

备注：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51%股权的控股子公司，北京万

盛万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对上市公司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政府补助认

定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其中 “棉花智能化提级加工关键技术装备研发项

目” 资金列入专项应付款科目，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按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上述“二、公司收到的其他政府补助情况” 中第1、2、3、6项补助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收到的补助，对公司2019年度损益影响额为82.72万元；第4、5项补助对公司2019年

度损益影响额为12.4万元。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27� � � �证券简称：泰永长征 公告编号：2019-081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延期的公告

股东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

致。

2019年7月19日，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接到股东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 ）告知

函，获悉长园集团将其所质押给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司股票1528.97

万股的质押期延期，本次质押延期后，长园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中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数为1528.9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8.96%，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80.36%

一、股东股份质押延期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份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原质押到期日

现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

所持公司股份

的比例

用途

长园集团 否 1528.97 2018/7/18 2019/7/18 2019/8/19

中银国际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80.36%

补充流动

资金需要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公告日，长园集团持有公司股份1902.7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15%；

长园集团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量为1528.97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80.36%，占公司总股本的8.96%。

（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备查文件

1、长园集团出具的关于股份质押延期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7月19日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7月2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

基金主代码 3765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基金经理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晓龙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征茂平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朱晓龙

任职日期 2019年7月19日

证券从业年限 12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年

过往从业经历

朱晓龙先生，自2007年7月至2011年8月在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研究员；自2011

年8月起加入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历任行业专家、研究部副总监兼基金经理助理，

现任研究部总监兼基金经理。自2018年11月起担任上投摩根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2654

上投摩根策略精选灵

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2018年11月16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征茂平

离任原因 因工作需要

离任日期 2019年7月19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因工作需要，经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批准，决定聘请朱晓龙先生为上

投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且征茂平先生不再担任上投

摩根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经理。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并报中国证监会上

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0日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2019年第2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于2019年7月16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全文刊登了 《平安交易型货币市场基金

2019年第2季度报告》。该公告中“基金产品概况” 下“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

“场内货币的份额总额” 、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下“场内货币的报告期初基

金份额总额、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报告期期

末基金份额总额份额” 有误，现对其相关内容作如下更正：

基金产品概况

基金简称 平安货币ETF

报告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1,100,894,522.10�份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平安日鑫A 场内货币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034 511700

报告期末下属分级基金的份额总额 11,096,223,795.13份 4,670,726.97份

本基金A类（平安日鑫A）份额净值为1.00元，E类（场内货币）份额净值为

100.00元。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项目 平安日鑫A 场内货币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1,170,571,493.43 1,862,393.46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13,157,834,694.78 15,614,285.84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3,232,182,393.08 12,805,952.33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11,096,223,795.13 4,670,726.97

本基金A类（平安日鑫A）份额净值为1.00元，E类（场内货币）份额净值为

100.00元。

除以上更正事项外，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特此公告。

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0日

（上接B33版）

2.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9临─070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王坪发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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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王坪发电公司” ）拟向中航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航租赁公司” ）申请办理直接融资租赁业务，拟与其签署《融资租赁合同》，将王坪发电公司发电机组及

其他等核心设备以直接融资租赁方式，向中航租赁公司融资人民币3亿元。公司拟为上述业务提供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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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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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贸易试验区南泉路1261号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自由设备租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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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注册资本：人民币997846.7899万元整

三、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名称：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康成

注册地址：怀仁市新家园镇王坪村

经营范围：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及综合利用；项目筹建；电力、热力的生产与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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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叁亿玖仟壹佰陆拾壹万玖仟肆佰圆元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0%

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40%

截至2018年12月3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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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197759.27 217684.45 -19925.18 58481.70 -10994.24 60%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王坪发电公司用于本次融资租赁的资产为锅炉本体、除灰除尘设备等核心动产设备，采用回租租赁模

式，融入人民币3亿元的资金。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卡片编号 资产名称 类别名称 数量 本币原值 净值

0000000170 锅炉本体 锅炉本体 1 143130072.52 97034808.92

0000002361 超低排放 除灰除尘设备 1 44741293.91 42228174.67

0000000387 中低压管道 辅机 1 9456395.35 6459119.79

0000000422 中低压管道 辅机 1 9113987.65 6198322.82

0000000420 主给水管道 辅机 1 8160706.38 5617389.72

0000000385 主给水管道 辅机 1 7792021.68 5375145.67

0000000348 轴流风机 主机 24 7069813.69 4803257.76

0000000350 轴流风机 主机 24 7069813.69 4803257.76

0000000124 可逆锤击式细粒给煤机 输煤机械 2 7064912.66 4746681.08

0000000384 主蒸汽管道 辅机 1 6256097.61 4442135.48

0000000185 热再热蒸汽管道 锅炉辅机 1 6464641.49 4378620.05

0000000179 热再热蒸汽管道 锅炉辅机 1 6126932.44 4166290.69

0000001982 增压风机 除灰除尘设备 2 4847808.15 3760881.02

0000000419 主蒸汽管道 辅机 1 5055050.11 3394266.13

0000000181 吸风机 锅炉辅机 2 4569813.29 3081409.1

0000000175 吸风机 锅炉辅机 1 4413913.71 2954317.26

0000000182 烟风煤管道 锅炉辅机 1 4107845.45 2903156.52

0000002117 循环灰冷却排放系统 除灰除尘设备 2 3535042.74 2742450.65

0000000432 启动备用变压器 变压器 1 3802727.44 2672372.48

0000000211 双螺杆空压机 除灰除尘设备 7 3844039.06 2599233.41

0000000665 调度管理系统 自动化控制设备 1 4307676.06 2388590.88

0000000187 锅炉排污疏放水管道 排污及疏水设备 1 2831470.88 2340257.42

0000000241 超滤装置 化学水处理设备 2 3383396.67 2264436.93

0000000196 渣仓及卸渣设备 除灰除尘设备 1 3078708.64 2166924.73

0000000150 二次风机 煤粉设备 2 3021284.15 2155940.68

0000000154 二次风机 煤粉设备 2 2972782.97 2127332.29

0000000149 一次风机 煤粉设备 2 3123399.88 2099482.96

0000000178 冷再热蒸汽管道 锅炉辅机 1 3110831.80 2081579.52

0000000224 石灰石输送设备 除灰除尘设备 2 3085152.39 2080078.95

0000000222 石灰石输送设备 除灰除尘设备 2 3085152.38 2080078.94

0000000153 一次风机 煤粉设备 1 3073350.47 2072763.79

0000001990 氧化风机及电机 除灰除尘设备 3 2418691.49 2052154.17

0000000195 渣仓及卸渣设备 除灰除尘设备 1 2921803.88 2027811.8

0000000456 离箱封闭母线 配电设备 2 2978878.30 2012696.02

0000000210 输送泵 除灰除尘设备 16 2914533.43 1980378.17

0000000105 7#带式输送机 输煤机械 2 2750848.44 1848203.98

0000000346 空冷排气管道 主机 1 2716079.25 1825241.83

0000000354 排气装置 主机 1 2689586.13 1813379.05

0000000186 冷再热蒸汽管道 锅炉辅机 1 2664569.23 1796358.6

0000000123 活化给煤机 输煤机械 4 2645103.28 1777157.26

0000000355 空冷排汽管道 主机 1 2720729.31 1743440.88

0000000345 排气装置 主机 1 2538362.23 1735661.86

0000000455 共箱封闭母线 配电设备 2 2547015.76 1720905.54

0000000248 反渗透装置 化学水处理设备 2 2566714.83 1717848.81

0000000106 8#带式输送机 输煤机械 2 2532592.52 1701565.01

0000000430 高压厂用工作变压器 变压器 1 2363163.35 1660974.28

0000000431 高压厂用工作变压器 变压器 1 2363163.35 1660974.28

0000000097 称重式计量皮带给煤机 输煤机械 8 2439707.46 1658577.31

0000000146 称重式计量皮带给煤机 输煤机械 8 2435528.46 1642290.55

0000000102 4#带式输送机 输煤机械 2 2286316.11 1536100.09

0000000099 1#带式输送机 输煤机械 1 2239980.72 1504968.87

0000000103 5#带式输送机 输煤机械 2 2238907.92 1504248.28

0000000151 离心式高压硫化风机 煤粉设备 3 2218985.17 1487716.76

0000000152 离心式高压硫化风机 煤粉设备 3 2218985.17 1487716.76

0000000098 皮带输送机 输煤机械 1 2052698.43 1452100.91

0000000476 6kv真空断路开关柜（1250a） 配电设备 19 2131775.97 1441219.42

0000000475 6kv真空断路开关柜（1250A) 配电设备 19 2131775.76 1441219.41

0000000452 变压器 配电设备 5 2126352.36 1437226.31

0000000697 在线监测装置

仪器仪表及测试

设备

1 4348100.78 1433697.32

0000000386 旁路系统管道 辅机 1 1760213.29 1426701.08

0000000132 细粒振动筛 输煤机械 2 2010340.23 1377859.9

0000000453 变频配电柜 配电设备 24 2016188.08 1362962.78

0000000591 变频配电柜 配电设备 24 2016188.08 1362962.78

0000000518 输煤配电PC柜 配电设备 18 1980519.83 1338960.28

0000000127 三级筛分设备 输煤机械 2 1894458.60 1303070.31

0000000298 汽水取样装置 化学水处理设备 1 1835061.47 1259435.83

0000000391 循环水泵 辅机 3 1642110.89 1219405.43

0000002115 循环灰冷却排放系统 除灰除尘设备 1 1551476.79 1203620.24

0000002116 循环灰冷却排放系统 除灰除尘设备 1 1551476.79 1203620.24

0000000299 汽水取样装置 化学水处理设备 1 1697061.08 1158978.05

0000000193 链斗式输送机 除灰除尘设备 2 1574026.65 1130588.21

0000000679 分散集中控制系统 自动化控制设备 1 8011062.68 1129223.6

0000000246 二级除盐水箱 化学水处理设备 1 1684698.25 1127533.49

0000000247 二级除盐水箱 化学水处理设备 1 1684698.25 1127533.49

0000000315 污泥脱水机 化学水处理设备 1 1620231.69 1094030.13

0000000450 全场接地 配电线路 1 1957793.61 1079717.05

0000000104 6#带式输送机 输煤机械 2 1605247.49 1078512.69

0000000415 除氧器 辅机 1 1575906.47 1077854.86

0000002057 分散控制系统（DCS） 自动化控制设备 1 1719882.44 1064337.75

0000000267 逆流再生阳离子交换机 化学水处理设备 2 1566624.73 1048509.3

0000000916 锅炉电梯 起重设备 1 2883417.95 1033834.65

0000000413 汽轮机旁路系统 辅机 1 1302581.27 1029497.03

0000000320 一体化设备 化学水处理设备 2 1509142.53 1020559.06

0000000159 燃油罐 输油设备 2 1539462.61 1013288.75

0000000305 机械搅拌澄清器 化学水处理设备 2 1497814.21 1011370.01

0000002074 抽屉式开关 配电设备 16 1301899.22 1010000.4

0000000439 断路器 电气一般设备 4 1426286.22 1001760.87

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融资租赁金额为人民币3亿元，主要条款如下：

1.租赁物：发电机组及其他；

2.融资金额：3亿元（根据合同金额）；

3.租赁方式：采取直接融资租赁方式，即由中航租赁公司购买该租赁设备，同时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

赁合同期内由王坪发电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向中航租赁公司分期支付租金；

4.租赁期限：不超过 5年；

5.手续费及租金支付方式：以合同正式签署时为准；

6.租赁设备所有权：在租赁期间设备所有权归中航租赁公司所有；自租赁合同履行完毕之日起，公司按

名义货价100.00元（壹佰元）支付款项后，租赁设备所有权归王坪发电公司；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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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坪发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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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电国电王坪发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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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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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为王坪发电公司提供融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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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坪发电公司的二股东一一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所持王坪发电股份提供反担保。

4.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5.王坪发电公司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期初资金余额0.55亿元，预计总现金流入5.94亿元，其中电量

销售资金流入5.02亿元,热费流入0.92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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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12.19亿元，其中对外担保余额21.0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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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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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9临─071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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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一一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达热电” ）向兴业银行太原分行

申请授信1亿元，用于日常生产经营，期限一年，融资方案需公司提供本息全额不可撤销连带责任担保。

（二）公司控股子公司一一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蒲洲热电” ）拟通过山西省金融资

产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开展保理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1.5亿元。公司对蒲洲热电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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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称：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丽军；

注册资本：61278.6万元；

经营范围：电力项目开发：电能、热力（热水、热汽）的生产和销售；电厂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及经营；电力

技术咨询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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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1%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49%

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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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漳电同达热电有

限公司

330136.26 309699.04 20437.22 71520.93 -14630.05 51%

（二）名称：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忠太；

注册地址：山西省永济市中山东街20号；

经营范围： 电力、热力的生产及销售；通用设备、煤炭销售；粉煤灰开发、利用；电力技术服务；电力设

施：承揽电力工程及设备维修、安装、调试；废旧物资回收与销售；

注册资本：人民币56400万元。

股权结构：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5%

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 35%

被担保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18年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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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漳电蒲洲热电有

限公司

283567.43 262432.41 21135.01 73595.37 -15675.79 65%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同达热电与兴业银行商谈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对象：同达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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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二）蒲洲热电与山西金融资产交易所商谈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对象：蒲洲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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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本次为同达热电、蒲洲热电提供融资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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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达热电二股东一一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其所持同达热电公司股份提供反担保。

蒲洲热电二股东一一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以其所持蒲洲热电公司股份提供反担保。

4.在担保期内，被担保公司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5.同达热电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 期初资金余额2.55亿元，预计总收入 10.06亿元， 折旧费1.66亿

元，利润完成-4060万元，经营现金流1.25亿元。

蒲洲热电未来收益及还款能力测算:�预计2019年营业收入95753万元，营业总成本95235万元，实现利润

518万元，其中折旧成本8500万元，经营净现金流为9018万元，现金流比较充足。2019年电费结算款为92355万

元，回收比较稳定，能够保证还贷资金。

在担保期内，董事会认为上述被担保公司有能力以其未来收益为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累计担保数量和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112.19亿元，其中对外担保余额21.05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6.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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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

2.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767� � � � � � � � � �证券简称：漳泽电力 公告编号：2019临－072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第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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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经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8月8日（周四）上午9: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8月7日一2019年8月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8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

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8月7日15:00至2019年8月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公司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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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投票、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

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8月5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8月5日（周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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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股东代表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公司15楼1517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议案名称

提案1关于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提案2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提案3关于拟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提案4关于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5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6关于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提案7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8关于控股子公司王坪发电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提案9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披露情况：以上提案已经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于2019年7月20日的《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3.无特别强调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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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0 总议案 √

1.00 关于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

2.00 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3.00 关于拟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4.00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6.00 关于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

7.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8.00 关于控股子公司王坪发电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9.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9年8月8日上午8:00一9:00

2.登记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漳泽电力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1406房间）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3）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漳泽电力资本市场与股权管理部（邮编：030006）

传真号码：0351-7785894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六、其它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351一7785895、7785893

联系人：赵开 郝少伟

公司传真：0351一7785894

公司地址：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

邮政编码：030006

2.会议费用：会议预期半天，交通食宿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九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临一062）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十九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女士/先生代表本人（单位） 出席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授权其对会议议案按下表所示进行表决，授权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发之日起至2019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00 总议案

1.00 关于追认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超额部分的议案

2.00 关于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3.00 关于拟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4.00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5.00 关于全资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6.00 关于通过融资租赁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7.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新能源公司所属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8.00 关于控股子公司王坪发电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9.00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请在表决结果的“同意” 、“反对” 、“弃权”项下，用“√”标明表决结果。同一议案只能在表决结果

标明一处，即“同意”或“反对” 或“弃权” ，都未标明的视为弃权，标明了两处或三处的视为无效，计入无效

票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有效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证券帐户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附件二：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67

2.投票简称：“漳电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8月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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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为2019年8月7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 2019年8月8日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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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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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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