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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药品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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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及子公司信立泰（成

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信立泰（苏州）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重组全人源抗

PCSK9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并

将于近期开展临床试验。 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重组全人源抗PCSK9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受理号：CXSL1900102

适应症：高胆固醇血症和混合型血脂异常

申请人：信立泰（成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信立泰（苏州）药业有限公司、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审评结论：同意开展临床试验

二、其他相关情况

全球首个上市的PCSK9抑制剂为Amgen开发的依洛尤单抗（Evolocumab），

并于2018年在国内获批上市；国内尚无其他PCSK9抑制剂获批。

公司获得临床试验默示许可后， 将按照国家药品注册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组

织实施“重组全人源抗PCSK9单克隆抗体注射液” 的临床试验，待临床试验成功

后按程序申报相关产品的生产。若获批上市，将进一步丰富公司心脑血管领域的

创新产品线，为患者提供新的用药选择。

根据普遍的行业特点， 药品的上市存在不确定性， 研发周期受若干因素影

响，周期较长，风险较高，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将按规定对

有关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风

险。

特此公告

深圳信立泰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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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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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在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9年12月09日14：50召开。

（二）召开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

（三）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四）召 集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五）主 持 人：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高靓女士。

（六）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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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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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08日下午15:00至2019年12月09日下午15:00。

（七）会议的召开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

持有和代表股份2,012,017,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7.32%，符合《公司

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应公司邀

请，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

持有和代表股份2,012,017,67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7.32%。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和授权代理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8人， 代表股份1,

085,262,9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6.31%。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926,754,77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01%。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关于公司向北京融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表决情况

A代表股份

数量

同意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数量

（股）

占A的

比例

出席会议所有

有表决权股东

2,012,017,675 2,008,308,937 99.81567% 3,708,738 0.18433% 0 0.00000%

单独或合计持股

5%以下的中小股

东

33,384,989 29,676,251 88.89100% 3,708,738 11.10900% 0 0.00000%

2．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北京融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

财务资助的议案。 具体事项如下：

（1） 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向北京融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金额不超

过17亿元、期限不超过5年的股东借款，借款利率6.175%。北京融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各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同等条件的借款。

（2）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授权经理班子，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办理具体事

宜。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应公司邀请，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

了“观意字（2019）第0740号” 法律意见书，主要法律意见如下：“综上所述，本

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0日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观意字【2019】第0740号

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现行有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 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公告材料， 随其他需

公 告的信息一起向公众披露。 本所律师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严重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1、2019年11月21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

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议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2019年11月23日， 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上刊登了 《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9年12月4

日，公司再次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

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本

次股东大会。

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 股权登记日、 现场会议召开地

点、召集人、表决方式、投票规则等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

记事项；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公告的刊登日期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日期已满

15日。

3、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19年12月9日（周一）14:50在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7号召开，由公司董事长

主持，召开时间、地点与公告相一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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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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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

始时间（2019年12月8日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9年12月9日15:00）间的任

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及股东代理

人合计8人，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1,085,262,905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6.31%。

经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并确认， 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直接投

票的股东共计11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926,754,770股，占贵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1.01%。

据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19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2,012,017,6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7.32%，均为股权登记日在

册股东。 其中，出席此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14人，代表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33,384,989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

3、出席、列席会议的人员

除上述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外，公司董事、监事、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

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关于公司向北京融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注：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就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计票和监票，并于网络投票截止后公布表

决结果。

3、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已获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关于公司向北京融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2,008,308,937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81567％； 反对3,708,7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4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0%。

公司对中小投资者关于本议案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对

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9,676,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9100%；反对3,708,7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9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

以上议案均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通过。

4、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会议主持人签

署，会议决议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司董事签署。

经本所律师审查，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

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正本与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韩德晶

经办律师：张文亮

张 霞

201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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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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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19年12月9

日（星期一）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6日以邮件方式发

出。 会议应到董事9名，出席9名。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认

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杜翔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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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19年12月9日

（星期一）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6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应

到监事3名，实到3名。本次监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过

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丁放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相关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2月9日

附件：

丁放女士简历：

丁放，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61年3月生，高中学历。

2002年4月至2011年11月， 历任富通集团深圳投资管理总部副总裁、 财务总

监；

2011年12月至2018年6月，历任富通集团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总经理、董

事长、董事；

2018年8月至2019年11月，历任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兼财务总监。

丁放女士不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的

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稽查的情况；符合

《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丁放女士与持有本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

上市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票。

证券代码：000836� � � �证券简称：富通鑫茂 公告编号：（临）2019-068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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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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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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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下午15:00至2019年12月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梅苑路6号海泰大厦十六层会议

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

7、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2名,代

表股份267,268,08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1165%。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20名,代表股份39,536,

44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271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 代表股份228,689,

03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924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9名, 代表股份38,579,04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1924%。

4、 公司董事、 监事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公司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267,076,38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3％

191,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7％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39,344,742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51％；

191,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9％；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方浙江富通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26,546,35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22％

212,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78％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39,323,742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20％；

212,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80％；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3、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3.01关于增补傅欢平为董事的议案

（267,055,38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4％

212,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6％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39,323,742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20％；

212,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80％；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02�关于增补杜雪健为董事的议案

（267,055,381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04％

212,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6％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39,323,742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20％；

212,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80％；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变更承诺履行期限的议案》(关联方浙江富

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126,567,358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8％

191,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12％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39,344,742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51％；

191,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9％；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陈复安律师、宋方成律

师出席，并由其出具了见证意见。见证意见结论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二〇一九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意见。

天津富通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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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36749� � � �债券简称：G16博天

债券代码：150049� � � �债券简称：17博天01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主体信用等级调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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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调整前：“G16博天” 债券评级：AAA；主体评级：AA-；评级展望为：列入

负面观察名单。

● 调整后：“G16博天” 债券评级：AAA；主体评级：BBB；评级展望为：列入

负面观察名单。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博

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天环境” 或“公司”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

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 ）对本公司及本公司发行的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债券代码：136749，

债券简称：G16博天）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公司前次跟踪评级结果为：公司的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AA-” ，评级展望

为 “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 公司发行的 “G16博天” 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

“AAA” 。 评级机构为新世纪评级，评级时间为2019年9月30日。

新世纪评级在对公司经营状况和其他相关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

上，于2019年12月9日出具了《新世纪评级关于下调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体信用等级的公告》， 新世纪评级决定下调博天环境主体信用等级为BBB级，

评级展望为“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维持“G16博天” AAA级债项信用等级。

《新世纪评级关于下调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体信用等级的公告》的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博天环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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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署中标项目合同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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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概述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公司浙江交工路桥

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工路桥” 、“承包人” ）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参与

投标临金高速公路临安至建德段工程土建施工第TJ03标段土建施工（以下简

称“第TJ03标段” ），招标人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示了相关信息，确

认交工路建为第一中标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5日、11月15日在

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及《关于下属公司收

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下属公司交工路桥发来通知，下属公司已与浙江杭宣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宣高速” 、“发包人” ）签订相关合同,合同金额

为人民币1,501,372,203元。 因杭宣高速与公司同受大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杭宣高速

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按照《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10.2.14规定“上市公司因公开招标、公开拍卖等行为导致公司与关联人的

关联交易时，公司可以向本所申请豁免按照本章规定履行相关义务” ，公司已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履行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并获得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尚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钱江路639号1128室

4、法定代表人：王伟力

5、注册资本：20,000万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975G

7、主营业务：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开发与维护管理，汽车拯救，设备租赁，

卷烟零售，食品、书刊、建筑材料、润滑油、文化用品、花卉的销售，信息技术、网

络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国内广告的设计、制作、发布。

8、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因杭宣高速与公司同受股东浙江省交通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控制，根据《深证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杭宣高

速为公司关联方，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9、财务状况:截止2018年12月31日，杭宣高速资产总额41,492万元，净资产

40,000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为0万元。 截止2019年9月30日杭宣高速资

产总额159,513万元，净资产158,000万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为0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均为未审计数据）

三、工程概况及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概况：起讫桩号为K36+400~K49+600主线路线长度13.2km的路基、

桥涵、隧道、交叉工程，起讫桩号为K24+100~K49+600主线路线长度25.49km以

及约5.3km连接线的路面工程、隧道进出口分隔带绿化填土。主要工程内容为：

路基、路面、隧道进出口分隔带绿化填土、隧道进出口分隔带绿化填土、桥涵、

隧道、交叉工程等的施工完成、缺陷责任期缺陷修复及保修期保修责任。

2、合同主要内容

（1）工程工期：36个月

（2）签约合同价：人民币1,501,372,203元

（3）工程质量：标段工程交工验收质量评定合格；标段工程竣工验收质量

评定90分以上。

（4）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责任期缺陷修

复及保修期保修责任。

（5）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四、交易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下属公司交工路桥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参与临金高速公路临安至建德段

工程土建施工第TJ03标段，中标金额分为人民币1,501,372,203元，交易定价公

开、公允。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影响

中标合同的履行符合公司主营业务战略布局， 能够巩固公司在长三角地

区的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若上述中标项目顺利实施将对公司业绩将产

生积极影响。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9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杭宣高速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额为3112.12万元（未经审计）。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002061� � � �证券简称：浙江交科 公告编号：2019-104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署中标项目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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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10月9日、

10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下属公司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和

《关于下属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下属公司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交工金筑” ）与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组

成联合体（以下简称“联合体” 、“承包人” ），中标沪杭高速公路许村段改建

工程。

近日，公司收到下属公司交工金筑发来通知，联合体与海宁市通程建设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海宁通程建设” 或“发包人” ）签署了《合同协

议书》，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855,658,888元。 现将协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双方基本情况

（一）海宁市通程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1、法定代表人：刘建华

2、注册资本：37,000万人民币

3、住所：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硖石街道公园路23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7176640311

5、经营范围：交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的投资、建设与

建设管理；工程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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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履约能力：海宁通程建设公司是海宁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公

司，经营状况稳健，企业信用良好，具备较强履约能力和支付能力。

（二）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

公司、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东栋宏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联

合体

1、联合体牵头人：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吴德兴

（2）注册资本：7,262.7843万人民币

（3）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余杭塘路928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470040234R

（5）经营范围：公路行业、水运行业、市政公用行业、建筑行业、水利行业

的规划、科研、工程设计,工程咨询,工程总承包,综合类工程勘察,地质灾害治理

工程的勘查、设计、评估,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编制,工程测绘,开展对

外经济合作业务(范围详见外经贸部门批文),工程材料试验,工程检测(上述业

务范围涉及资质证书的,凭有效证书经营),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软件开发,图文

制作,土工材料试验,招投标代理服务,工程监理,建筑工程的设计,水土保持设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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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体成员单位一：浙江交工金筑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刘向阳

（2）注册资本：50,100万人民币

（3）住所：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2031号钱江大厦18楼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04204001H

（5）经营范围：道路、隧道、桥梁、港口、航道、码头、船闸、市政等交通工程

的施工，建筑材料的开发、试验与销售，商品砼构件、施工机械的租赁与维修

（不含起重设备的维修）。

3、联合体成员单位二：中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吴明先

（2）注册资本：85,565.326100万人民币

（3）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二路63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0002205333358

（5）经营范围：公路、铁路、桥梁、隧道及沿线设施、交通工程、市政道路、

轨道交通、工业和民用建筑、工程地质、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的勘察、设计、监理、

咨询；工程测量、摄影测量与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编制开发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方案； 公路工程试验检测； 公路养护工程施工； 工程招标代理； 承担国

（境）外工程的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主营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出口；对

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项目所需的劳务人员；按规定在国（境）外办企业；工程

总承包；旅游项目开发、咨询服务；房屋租赁；风景园林景观绿化、建筑装饰工

程设计、施工；工程项目投资、管理、代建；道路工程领域的科研项目、技术研究

与开发、技术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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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联合体成员单位三：东栋宏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法定代表人：赵骏栋

（2）注册资本：22,800万人民币

（3）住所：浙江省硖石镇农丰路50弄8号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1720060159U

（5）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

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桥梁工程专业

承包壹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港口与海岸工程施工、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园

林绿化工程施工、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管道疏通、养护、修复、房屋拆除工

程施工（均凭有效的资质证书经营）；建筑劳务分包；建筑机械租赁。混凝土预

制构件制造、加工、安装；沥青混合料（危险化学品除外）制造、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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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体分工：浙江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联合体牵头人，承担

勘察设计专业工程，交工金筑为联合体成员一承担公路工程施工专业工程，中

交第一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为联合体成员二承担公路工程施工专业

工程，东栎宏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联合体成员三承担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专业工程等。

二、合同的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沪杭高速公路许村段改建工程第1标段设计施工总承包；

2、总承包范围包括勘察设计和施工。 勘察设计工作内容包括定测详勘工

作、施工图设计、预算编制、工程量清单编制、施工项目专用技术规范编制、后

续服务、相关科研及专题报告等全部工作；施工主要内容包括本项目、交叉工

程、下层地面道路、保通便道、公路设计及预埋管线、交工工程及沿线设计等的

施工完成、缺陷责任期修复及保修期保修等。

3、签约合同价：人民币1,855,658,888元

4、工程质量符合的标准和要求：设计质量标准：设计工作综合评价分值90

分及以上；施工质量标准：公路工程施工要求的质量标准，标段工程交工验收

质量评定90分及以上；标段工程竣工验收质量评定90分及以上。市政工程是公

共要求的质量标准：合格。

5、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勘察设计、实施、完成及缺陷责任期

缺陷修复。

6、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7、工期：1126日历天（37个月）

三、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的资金、技术、人员等能够保证本项目的顺利履行。

2、本项目标段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1,855,658,888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的7.04%，本项目的实施能够巩固公司在长三角地区的市场竞争力

和市场占有率，将对公司未来业绩将产生积极影响。

3、本项目合同的签署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因履行

协议而对相关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风险提示

由于本项目实施周期较长，存在原材料涨价、安全生产等不可预计的或不

可抗力因素的影响，有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部履行或终止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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