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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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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于 2019年 7月 23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2019年 7月 30日，我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 人。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赵晖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长沙金地金

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函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19年 7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19-091号。

二、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

用控股子公司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19年 7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19-092号。

三、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新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19年 7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19-093号。

四、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新、建立公司部分管

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我司对《战略规划管理办法》、《投资管理制度》、《全面风险控制管理制度》、《内部

审计制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管理制度》、《开发项目招标管理制度》、《对外提供财务

资助管理制度》、《资产减值准备管理制度》等公司制度进行更新；同意我司建立《房地产开

发管理制度》。

五、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九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 2019年 7月 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公告编号 2019-094号。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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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参股公司长沙金地金泰置业有限公司

提供流动性支持函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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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

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提供流动性支持函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参股公司长沙金地金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金泰公司” ）由于经营需要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申请开发贷

融资 70,000 万元，期限三年，该笔贷款增信措施如下： 1、金泰公司以土地和在建工程提供抵

押；2、金泰公司股东方我司、金地（集团）湖南置业有限公司、嘉兴稳投五号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按持股比例提供流动性支持函；3、 金泰公司股东方长沙雅颂房地产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持有金泰公司股权提供质押。我司持有金泰公司股权比例 48.51%，本次提供流

动性支持函涉及金额 33,957万元。

我司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长沙金地金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函的

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长沙金地金泰置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8年 6月 15日

法定代表人： 石屹松

注册地址： 长沙高新开发区麓枫路 61号湘麓国际花园二期酒店、公寓 512房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等。

股东构成： 我司持有其 48.51%股权，金地（集团）湖南置业有限公司持有其 46.96%股权，

嘉兴稳投五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其 4.04%股权，长沙雅颂房地产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其 0.49%股权。

股权结构图：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末 /2018年 70809.30 19833.83 0 -166.17

2019年 1-3月末 /2019

年 1-3月

72665.71 19635.67 0 -198.16

金泰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金泰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

三、流动性支持函主要内容

我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出具 《流动性支持义务履行确认

函》，同意为金泰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湘江新区分行申请的 70,000 万元开发贷

款按我司持有金泰公司股权比例 48.51%提供流动性支持。 《流动性支持义务履行确认函》保

证期间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对提供流动性支持函事项的意见

本次为金泰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函事项有利于保障金泰公司开发项目建设对资金的需

求，符合公司整体利益需要；金泰公司各股东方按持股比例提供流动性支持函，公平、对等；金

泰公司经营状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风险可控。 董事会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止 2019年 6月 30日我司对外担保情况如下：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

保余额 441,645 万元，占 2018 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193.28%；对参股公司担保余额为 417,277.76

万元，占 2018年末归母净资产的 182.62%。 无逾期担保，无涉诉担保。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郭海兰、胡必亮、马江涛对本次担保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我们认中交地产本

次为金泰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函有利于保障金泰公司对资金的需求，符合中交地产整体利益

需要；金泰公司各股东方按持股比例提供流动性支持或股权质押，公平对等，风险可控，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为长沙金地金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函的议案》的表决

结果。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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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

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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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情况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持有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惠州公司” ）51%股权，且合并其财务报表，广州市飞骏物流有限公司持有惠州公司 29%股

权，惠州仲恺高新区恺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惠州公司 20%股权。 惠州公司经营正常，存在

富余资金。

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为盘活项目公司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惠州公司股东

方拟按持股比例以同等条件调用惠州公司富余资金共计 9,000万元，期限 1 年，年利率 0%，其

中我司调用金额 4,590 万元，广州市飞骏物流有限公司拟调用金额 2610 万元，惠州仲恺高新

区恺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拟调用资金 18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规定，我司并表的项目公司向其他股东提供资金的行为构成财务资助。 我司于 2019年 7月

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惠州公司其他股东的基本情况

1、广州市飞骏物流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兆英

注册资本：500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 07月 08日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潭村路 348号 406房

主营业务：道路运输业

股东构成：陈兆英（52%）、陈柒英（48%）

实际控制人：陈兆英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末 /2018年 2,368.60 674.95 0 -62.27

2019年 1-3月末 /2019

年 1-3月

2,455.11 623.63 0 -51.33

广州市飞骏物流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上一年度我司及控股

子公司没有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2、惠州仲恺高新区恺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丹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 04月 24日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华泰路 1号 1号楼 6楼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市政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园区建设、园林绿化建

设和管理

股东构成：惠州仲恺高新区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60%），惠南市惠南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40%）

实际控制人：惠州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末 /2018年 39,717.28 1,612.72 390.41 -568.48

2019年 1-3月末 /2019

年 1-3月

39,876.45 1,602.13 -10.59

惠州仲恺高新区恺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上

一年度我司及控股子公司没有对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三、惠州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汤东清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6年 3月 30日

注册地址：惠州市惠澳大道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民祥路 6号四楼东侧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股东构成：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51%），广州市飞骏物流有限公司（29%），惠州仲恺

高新区恺建投资开发有限公司（20%）

经营情况：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开发的中交香颂花园项目，项目开发销售情况

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8年末 /2018年 124,307.71 1,071.94 0 -1,202.26

2019年 1-3月末 /2019

年 1-3月

124,103.19 1,184.70 0 112.75

四、风险防范措施

惠州公司经营情况良好，所开发项目销售及回款情况良好，项目本身具有较高的安全边

际，本次各股东方调用惠州公司闲置资金，已充分预留了项目后续建设和正常经营所需资金，

不会对惠州公司后续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 惠州公司其他股东方综合实力较强，资

信状况较好，各方股东权利对等；我司对惠州公司合并报表，惠州公司由我司直接负责经营和

财务管理，我司将密切关注项目公司和资助对象在生产经营、资产负债情况等方面的变化，有

效管控项目公司资金，控制和防范风险，保护公司资金安全。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惠州公司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惠州公司资金是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公平

对待所有项目公司股东，确保项目公司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有利于公司业务

的发展，对公司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不会对项目公司的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存

在损害我司及我司股东方利益的情形。

六、提供财务资助后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承诺

我司承诺在提供上述财务资助后的十二个月内， 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

金、不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不将超募资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或者归还银行贷款。

七、独立董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郭海兰、胡必亮、马江涛对本次财务资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惠州

公司各股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惠州公司资金是按照房地产公司经营惯例，公平对待所有项目

公司股东，确保项目公司各方股东平等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对公司

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不会对项目公司的开发建设和正常经营造成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本项议案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我们同意董事

会关于《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

案》的表决结果。

八、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 公司因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需要对外提供财务资助余额为 534,

152.74万元，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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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与国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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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租赁情况概述

为保证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正常经营资金需要，我司和我司全资

子公司深圳市中住汇智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汇智” ）拟共同与国新融资租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新公司” ）开展融资租赁业务。 本次融资租赁以深圳汇智所拥有的百门前

工业区厂房等房产作为租赁物，融资总金额 11 亿元，融资期限 72 个月，综合资金成本不超过

我司年度融资计划利率额度，深圳汇智以持有的百门前工业区房产为本次融资租赁提供抵押

担保。

我司于 2019 年 7 月 30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国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本次

融资租赁业务不构成关联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

公司名称：国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则鹏

成立时间：2016年 11月

住 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重庆道以南，呼伦贝尔路以西铭海中心 2 号

楼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

修；兼营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主要股东：国新资产本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75%，国新控股香港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25%。

实际控制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国新资本有限公司 100%股权。

国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我司无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融资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人）：国新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乙方（共同承租人一）：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共同承租人二）：深圳市中住汇智实业有限公司

融资租赁总金额：11亿元。

租赁物：深圳汇智所拥有的百门前工业区厂房等房产

租赁期限：72个月，以实际租赁期限起租日起算。

起租日：甲方支付第一笔租赁物转让价款之日。

租金支付方式：每三个月支付一次。

留购价款：人民币 1元。

担保：深圳汇智为以其持有的工业厂房等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四、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融资租赁业务有利于拓宽我司融资渠道，优化融资结构，有效满足其资金需求以及

经营发展需要，保障公司整体经营对资金的需求，本次融资成本未超过我司年度融资计划额

度，属于合理范围。 本次融资租赁不影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不涉及人员安置等情况，不

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十、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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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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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董事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8月 15日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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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5 日上午 9：

30~11：30,下午 13：00~15：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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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4 日 15：00

至 2019年 8月 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1、现场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

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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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可以在

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会议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

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1、截止 2019年 8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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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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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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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选举李永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2019�年 7月 2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9-089号公告。

（二）审议《关于为参股公司长沙金地金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函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2019�年 7月 3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9-091号公告。

（三）审议《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余

资金的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2019�年 7月 3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 2019-092号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审议《关于选举李永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00

审议《关于为长沙金地金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供流动性支持函的议

案》。

√

3.00

审议《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惠州中交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

股东代码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

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

书和股东代码卡；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出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提供个人股东身份

证复印件、授权人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2019年 8月 13日、14日上午 9：00至下午 4：30。

（三）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 号财富大厦 B 座 9 楼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四）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 9 号财富大厦 B 座 9 楼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401147

电话号码：023-67530016

传真号码：023-67530016

联系人：王婷、容瑜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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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二。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附件 2：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7月 30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本单位）出席公司 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 ______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 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 /无表决权；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示如下：

（一）审议《关于选举李永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二）审议《关于为参股公司长沙金地金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流动性支持函的议案》（赞

成、反对、弃权）

（三）审议《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惠州中交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富余

资金的议案》（赞成、反对、弃权）

四、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 / 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

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 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空格内划“√” ，其他空格内划“×” ；

2、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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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736

2、投票简称：中交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审议《关于选举李永前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

2.00

审议《关于为长沙金地金泰置业有限公司提供供流动性支持函的议

案》。

√

3.00

审议《关于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惠州中交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 8月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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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14 日 15：00，结束时间为 2019 年 8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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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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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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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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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事项概述

2019年 3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法国设立

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本公司在法国的全资子公司法尚简式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法尚公

司” ）与法国 AdVini� SA（以简称“Advini 公司” ）子公司 SC� Garri� du� Gai（以简称“Garri�

du� Gai 公司” ）在法国成立合资公司 SAS� L&M� HOLDINGS 公司，其中法尚公司以其持有

的法国蜜合花农业公司（以下简称“蜜合花公司” ）全部股权作价 5,769,740 欧元为出资，持

有合资公司 55%股权；Garri� Du� Gai 公司以其持有的拉颂酒庄农业民事公司（以下简称“拉

颂酒庄” ）全部股权出资，持有合资公司 45%的股权。

该会议还审议通过了 《关于蜜合花公司和拉颂酒庄贷款及担保的议案》， 同意 SAS�

L&M� HOLDINGS公司成立后分别以蜜合花公司和拉颂酒庄为贷款主体， 共贷款 770 万欧

元, 并且以拉颂酒庄和蜜合花公司的库存和不动产作为抵押， 其余担保由 Antoine� Moueix�

Propriétés提供，本公司及其他下属企业均不提供担保。

近日，蜜合花公司和拉颂酒庄分别与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签署了抵押及担保贷款合同，

一共从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贷款 770 万欧元，其中密合花公司贷款 110 万欧元，拉颂酒庄贷

款 660万欧元。

二、贷款人基本情况

1、贷款人名称：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

2、法国注册号：07022491；

3、法国国家识别企业索引代码：434651246；

4、地址：BORDEAUX� CEDEX� (33076)，106� quai� de� Bacalan� CS� 41272；

5、经营范围：银行信贷、保险经纪业务。

三、担保事项

为了保证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费用、补偿金及其他杂费的偿还，以及贷款合同所有义务

的履行，借款人蜜合花公司和拉颂酒庄向贷款人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提供以下担保：

1、拉颂酒庄向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提供以下抵押担保

拉颂酒庄向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借款 560 万欧元， 其中 540 万欧元用于收购相关不动

产。 为此提供以下抵押担保：

（1）契约

一 股东稳定性条款;

一 两位股东满足关于两家农业民事开发公司的任何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的承诺;

一 在未通知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的情况下不授权银行注资;

一 KYC（Know� your� customer)股东完整信息。

（2）贷款人优先受偿权

位于 SAINT-SAUVEUR� 33260� DOMAINE� DE� FONPIQUEYRE 的抵押财产,包括名

为 CHATEAU� LIVERSAN的葡萄酒庄园;

地籍编号：CF� DESIGNATION� EN� ANNEXE;

担保金额为 540万欧元，不包含杂费;

期限为 192个月;

标的不动产存在且包含其所有附属建筑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和其可能完成的所

有建设工程、增补和修缮。

借款人声明：本贷款合同项下的 540万欧元用于支付收购上述标的不动产的对价。

（3）意定抵押

抵押位于 SAINT-SAUVEUR� 33260� DOMAINE� DE� FONPIQUEYRE 的不动产和土

地权利;

包括名为 CHATEAU� LIVERSAN的葡萄酒庄园;

地籍编号：CF� DESIGNATION� EN� ANNEXE;

担保金额为 20万欧元，不包含杂费;

期限为 192个月；抵押将作为担保直到最后一期还款日的一年后，即直到 2035 年 6 月 5

日。

标的不动产存在且包含其所有附属建筑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和其可能完成的所

有建设工程、增补和修缮。

2、拉颂酒庄向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流动资产借款提供以下担保

拉颂酒庄向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借入 100万欧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为此提供以下抵押担保：

（1）农业担保

根据法国农业和渔业法典第 L.342-1条及后续条款的规定，关于：

3000� HL（1HL=100升）上梅多克法定产区葡萄酒作为登记的担保;

估值：100万欧元。

（2）契约

一 股东稳定性条款;

一 借款人就任何额外贷款请求通知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的承诺;

一 SAS� L&M� HOLDINGS公司满足任何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的承诺。

3、密合花公司向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提供以下抵押担保

密合花公司向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借入 60万欧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为此提供以下抵

押担保：

（1）意定抵押

抵押在位于 YVRAC� ET� SAINT� LOUBES� (33)� 23� CHEMIN� DU� LOUP 的不动产和

土地权利,包括多块土地和葡萄园;

地籍编号：CF� ATTESTATION� JOINTE;

担保金额为 60万欧元，不包含杂费;

抵押期限为 96 个月；抵押将作为担保直到最后一期还款日的一年后，即直到 2027 年 6

月 5日;

标的不动产存在且包含其所有附属建筑物、建筑物的固定附属设备，和其可能完成的所

有建设工程、增补和修缮。

（2）契约

一 股东稳定性条款;

一 借款人通知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其任何补充贷款请求的承诺;

一 SAS� L&M� HOLDINGS公司就满足任何补充流动资金的需求的承诺。

4、密合花公司向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提供以下担保

密合花公司向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借入 50万欧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为此提供以下抵押担保：

（1）农业担保

根据法国农业和渔业法典第 L.342-1条及后续条款的规定，关于：

2200� HL（1HL=100升）所有年份波尔多葡萄酒的担保；

估值：50万欧元。

（2）契约

一 股东稳定性条款；

一 借款人就任何额外贷款请求通知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的承诺；

一 SAS� L&M� HOLDINGS公司满足任何补充流动资金需求的承诺。

四、对外担保累计情况

截至本公告前，本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不含对子公司担保）为 34,160 万元；本

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担保总额（不含本次担保）为 94,764 万元；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

（含以前对子公司担保， 不含本次担保）128,924 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42%。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若实施本次对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 770万欧元借款担保后，本公司及子公司对子公司担

保总额（含本次担保）为 100,7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49%；公司实际对

外担保总额（含包括本次担保在内的对子公司担保）134,9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14.04%。

五、董事会意见

蜜合花公司和拉颂酒庄分别与阿基坦农业信贷银行签署了抵押及担保贷款合同， 从阿

基坦农业信贷银行贷款 770 万欧元，可以保证拉颂酒庄完成收购相关不动产，充实拉颂酒庄

和蜜合花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其生产经营正常进行。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项担保进行了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除刘艳女士认为，在蜜合

花公司亏损情况下，无法判断增资及合资事项是否有利于公司后续经营，并对本项担保投了

弃权票外，其他 4名独立董事同意本项担保。

六、备查文件

《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七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002050� � � �股票简称：三花智控 公告编号：2019-031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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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 ）为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并指派钱昆

先生、徐晓晨先生为该项目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具体开展持续督导工作。

近日， 公司收到华林证券出具的 《华林证券关于更换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

函》，原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之一钱昆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无法继续担任该项目的持续督导

财务顾问主办人， 华林证券决定委派陈丽君女士接替钱昆先生履行该项目的持续督导财务顾

问主办人的相关职责。

本次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变更后，公司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陈丽君女士、徐

晓晨先生。

特此公告。

浙江三花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603828� � � �证券简称：柯利达 公告编号：2019-044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

理财产品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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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情况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4 月 26 日与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签订相关协议，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 5,000万元购买宁波银行的结构性理财产品。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9-032）。

该理财产品于近日到期，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 44.88万元，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募集

资金账户。

二、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余额为人民币 2,000 万

元。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603987� � �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19-092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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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

王春娴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春娴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其担任的公司监事职务。

鉴于王春娴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

根据相关规定，在公司股东大会补选产生新任监事之前，王春娴女士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王春娴女士在担任公司监事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公司监事会对王春娴女士任职期间

的工作及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 7月 31日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权变更的公告

经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广东万和集团

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4.90%的股权转让给山东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股东的股权比例不

变。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注册资本保持不变，仍为人民币 3亿元。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股权

比例(%)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8181.8 27.27

上海慧弘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8181.8 27.27

福建圣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454.6 18.18

广东万和集团有限公司 5348.2 17.83

山东通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470.0 4.90

北京智勇仁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1363.6 4.55

合计 30000 100.00

同时，公司根据本次股权转让对原《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

本次股权转让及《公司章程》修订事项所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按照规定办理完毕。

特此公告。

嘉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31日

证券代码：000851� � � �证券简称：高鸿股份 公告编号：2019-072

债券代码：112324� � � �债券简称：16高鸿债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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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本公司董事会第八届第三十次会议决定，提请召开公司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08月 05日 14时 30分；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 2019 年 08 月 04 日下午 15:00 至

2019年 08月 05日下午 15:00；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08 月 05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5.�股权登记日：2019年 07月 29日

6.�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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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或

其他表决方式的一种。

7.�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 2019年 07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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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 11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变更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银行支行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公司 2019 年 7 月 19 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八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关于变更申请授信银行支行的公告》等。 本次涉及变更银行分支机构名称、层级调整的

原授信担保事项均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2019 年 5 月 15 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公告《第八届第二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对外担保公告》以及《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银行支行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有效股权凭证；法人

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章)，法人授权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 07月 30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3：00-17：3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40号大唐电信集团主楼 11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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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 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人：冯媛媛

联系电话：010-62301907

传真电话：010-62301900

2.会议费用：参会股东费用自理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第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07月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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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851

2.�投票简称：高鸿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提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序号 议案名称 提案编码

备注

该 列 打 勾

的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变更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银行支行的议案》 1.00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 08月 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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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月 0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 15：00，结束时间为 2019年 08月 0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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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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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出席大唐高鸿数据网络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 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根据通知所列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

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变更公司及下属公司申请授信银行支行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及签章(自然人股东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公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票账号：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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