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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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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通知 2019 年 12

月 12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 号联强国际

广场 A 栋公司办公地点召开。柳方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授权陆忠亮董事出席本次会议并行

使表决权。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11 人，亲自出席及授权出席董事 11 人。会议由陈锦石董事长主持，部

分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通过了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事项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陈锦石、陈昱含、陆忠亮、柳方、柏利忠回避表

决。议案审议前取得了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详见刊登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事项的公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 2019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布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通过了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 2 家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关于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陈锦石、陈昱含、陆忠亮、柳方、柏利忠回避表

决。

3、关于为南京星润提供担保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刊登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 2019 年 12 月 14 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公布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三、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见刊登于 2019 年 12 月 14 日的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2019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0961� � �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2019-267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

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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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概述

1、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经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和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9 年度与控股股东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南控股” ）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授权总额度是 19.3 亿元，其

中接受中南控股关联方提供服务、商品等的额度是 17.7 亿元，向中南控股关联方提供服务等的额度是

1.6 亿元， 此外中南控股为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收取担保费的授权额度是 3.2 亿元。2019 年

1-11 月公司与中南控股及其关联方实际发生日常关联交易 16.15 亿元， 其中接受中南控股关联方提

供服务、商品等实际金额 14.7 亿元，向中南控股关联方提供服务等实际金额 1.4 亿元，均未超过授权。

中南控股为公司及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实际收取的担保费 5,865 万元，也未超过授权。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考虑中南控股及其关联方的服务水平和服务价格，以及中南控股有关

业务发展带来的市场机会， 公司拟继续提请股东大会对 2020 年与中南控股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进行

授权。由于公司房地产业务实施装修房产品的规模显著上升，同时公司建筑业务获取的部分政府和社

会资本合作项目进入施工阶段， 考虑中南控股负责装修业务或基础设施施工业务的江苏中南建设装

饰有限公司和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的服务能力和价格， 公司拟提升

与有关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另外，由于中南控股负责产业园业务的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中南高科” ）业务快速发展，而公司负责建筑业务主体有能力向其提供施工

业务服务，因此公司也拟提高向中南高科提供服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同意， 公司董事会决议向股东大会申请 2020 年接受中南控股及其关联方提

供服务、商品等日常关联交易授权金额 60.68 亿元，向中南控股及其关联方提供工程服务等日常关联

交易授权金额 32.13 亿元。另外，继续接受中南控股在担保费率不超过 1%的情况下为公司及公司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2020 年内累计担保费不超过 1.5 亿元。

2、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审议程序

2020 年与中南控股有关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授权总额度 94.31 亿元， 占公司 2018 年经审计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54.20%，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需要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董事会审议前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2019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将有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董事陈锦石、陈昱含、陆忠亮、柳方、柏利忠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独

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将召集公司 2019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在股东大会审议有关事项时，中

南控股及其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二）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授权额度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型

关联人 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20

年日

常关联交

易额度

2019

年

1-11

月发生关联

交易金额

接受关联人

提 供 的 物

业

、

工程施

工 服 务

、

劳

务

、

商品等

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

、

工程施

工服务

、

劳务

、

商

品等

公开招标

，

市场

定价

142,000 48,975.40

金丰环球装饰工程

（

天津

）

有限公司

12,000 8,464.44

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

35,700 23,051.75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下属子公司

390,000 47,866.51

中南控股集团

（

上海

）

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1,000 164.02

上述主体之外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关联方

26,100 18,553.36

合计

606,800 147,075.48

向关联人销

售商品

、

提

供工程服

务

、

劳务等

中南高科

销售商品

、

提供工

程服务

、

劳务等

公开招标

，

市场

定价

320,000 13,421.30

上述主体之外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的关联方

1,250 1,036.79

合计

321,250 14,458.09

与中南控股其他单一关联方发生交易金额不超过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0.5%。

（三）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人 交易内容

2019

年

1-11

月

实际发

生金额

2019

年

授权额

度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

）

披露日期及

索引

接受关 联人 提

供的物业

、

工程

施 工 服 务

、

劳

务

、

商品等

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

、

工程施工

服务

、

劳

务

、

商品等

48,975.40

50,

000.00

33.30% -2.05%

2019

年

4

月

23

日

（

公告编号

：

2019-080

）

2019

年

7

月

19

日

（

公告编号

：

2019-157

）

金丰环球装饰工程

（

天津

）

有限

公司

8,464.44

24,

000.00

5.76% -64.73%

2019

年

4

月

23

日

（

公 告

编 号

：

2019-

080

）

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及

其下属子公司

23,051.75

31,

000.00

15.67% -25.64%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47,866.51

48,

000.00

32.55% -0.28%

上述主体之外中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的关联方

18,717.38

24,

000.00

12.73% -22.01%

小计

147,

075.48

177,

000.00

100.00% -17.00%

向关联 人销 售

商品

、

提供工程

服务

、

劳务等

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方

销售商品

、

提供工程

服务

、

劳务

等

14,458.09

16,

000.00

100.00% -9.64%

小计

14,458.09

16,

000.00

- -9.64%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红卫

注册资本：21,000 万元

主营业务：建筑装修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建筑幕墙工程设计与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建筑智

能化工程;铝合金门窗、石材、木制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房屋建筑工

程;工程管理服务;道路货运经营。

住所：海门市常乐镇北首 300 米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9

月

（

未经审计

）

75,763.29 23,629.27 47,624.90 765.09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持有其 100%股权。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江苏中南建设装饰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并考虑到与中南控股的

股权关系，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2、金丰环球装饰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金丰环球装饰工程（天津）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红卫

注册资本：21,000 万元

主营业务：室内外装饰工程的设计、施工;电梯、空调、音响及监控防盗系统的安装;铝合金门窗、塑

钢门窗的设计、制造、安装;建筑幕墙工程的设计、施工;自产铝合金门窗的销售;石材加工、装饰木制品

及相关装饰材料的设计、生产、安装及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钢结构安装、机电设备安装。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大街 8 号豪威大厦 2 门 202B-1 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9

月

（

未经审计

）

148,960.00 40,890.60 18,311.30 -184.40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持有其 95.5%股权，实际控制人陈锦石持有其 0.45%股权，实际控制人配偶陆亚行持有其

0.04%股权。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金丰环球装饰工程（天津）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其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认为

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3、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凌军

注册资本：1,000 万元

主营业务：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停车场管理;代居民收水电费及其他费用;食品、日用品、日用化

学品、蔬菜、农副产品、水产品、服装、劳护用品、皮革制品、五金产品、通讯器材、装饰材料、家具、办公用

品、照相器材、工艺美术品批发、零售;烟草零售;酒店管理;盆景的销售、租赁。

住所：南通市桃园路 8 号中南世纪城内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9

月

（

未经审计

）

29,657.79 4,719.92 47,756.83 3,617.14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江苏中南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并考虑到与中南控股

的股权关系，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4、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黄锡阳

注册资本：20,000 万元

主营业务：普通货物运输;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投资管理;信息咨询;机械设备租赁;销售建筑材

料、金属材料、机械电器设备;仓储服务;劳务服务。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化工路 59 号院 1 号楼 1 至 14 层 01 内 B座九层 1001 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9

月

（

未经审计

）

484,940.59 22,519.80 103,486.49 12,708.72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持有其 85.25%股权，独立第三方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2%股权，自然人黄锡

阳持有 2.75%股权。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北京城建中南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为市政公用工程总承包壹级企业， 为公司公共设施 + 房地

产开发的开发模式提供市政工程施工劳务。该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其良好的发展前景，

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5、中南控股集团（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中南控股集团（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施锦华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房地产咨询,投资咨询,财务咨询,商务咨

询,证券咨询,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房地产经纪,企业重组及并购,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 1698 弄 14 号 5 幢 101 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9

月

（

未经审计

）

185,164.41 13,355.47 13.31 -1,471.59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持有其 75%股权。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中南控股集团（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良好的发展前景，并考虑

到与中南控股的股权关系，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6、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锦石

注册资本：10,2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对制造业、房地产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进行投资；建材批发零

售。

住所：海门市常乐镇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9

月

（

未经审计

）

29,522,172.38 2,246,405.00 4,354,578.49 219,455.02

其他：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为公司实际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

系情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中南控股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其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7、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名称：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丛学丰

注册资本：22,125 万元

主营业务：企业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城乡路 333 号 1 幢 6 层 6391 室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时间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9

月

（

未经审计

）

374,927.98 11,942.23 67,270.73 -1,933.80

其他：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中南控股持有其 100%股权。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二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

形。

（3）履约能力分析

上海中南金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财务状况良好，根据其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认为其

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定价

有关日常关联交易均为持续的、经常性关联交易，按照如下原则进行定价：

1）有国家规定定价标准的交易，按照国家规定的定价标准定价；

2）无国家规定标准的，但有行业价格定价标准可参照的交易，依据行业价格标准定价；

3）既无国家标准又无适用的行业标准的交易，采取公开招标或议标方式，按照所在地市场价格确

定。

2、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将在业务实际发生时，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招标的要求， 履行必要的程序后签订协

议。

四、交易目的和影响

此议案所涉及的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发生的日常持续性关联交易。 交易

有利于利用控股股东的资源和市场机会，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投资回报率。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

上述关联交易没有形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也没有因此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经过对本次关联交易授权情况的认真了解， 认为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额度所涉及的事项

属于公司生产经营正常需要，交易定价合理。希望公司未来审议有关事项时，严格执行各项规定，保证

交易公开、公允，防止关联方利用优势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我们同意将有关事项提交董事

会审议。

2、独立意见

经过对本次关联交易授权事项的认真了解， 我们认为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所涉及的事项

属于公司生产经营正常需要，定价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系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损害公

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本次交易审核履行了必要的程序，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征询了独立董

事意见，董事会审议有关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决策过程合法合规。

六、备查文件

1、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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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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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基本情况

1、届次：2019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3、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12 月 30 日（星期一）下午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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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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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上午 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19 年 12 月 30 日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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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网络方式中的一种进行投票，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

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 年 12 月 23 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 2019 年 12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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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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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8、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 号联强国际广场 A 座 9 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事项议案；

2、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1�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 2 家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2.2�关于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事项；

2.3�关于为南京星润提供担保事项。

以上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表决事项， 需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

(含本数)通过。

以上议案均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事项 1、2.2 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需要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14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 2020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授权事项的公告、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100

总议案

1.00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事项议案

2.00

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

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

2

家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2.02

关于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事项

2.03

关于为南京星润提供担保事项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

份证；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

的股东代理人还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3、登记时间：2019 年 12 月 24 日至 12 月 30 日之间，每个工作日上午 9:00 一下午 17:30（可用信函

或传真方式登记）；

4、登记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 号联强国际广场 A 座 9 楼；

5、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 号联强国际广场 A 座 9 楼

邮政编码：200335

联系电话：（021）61929799

传 真：（021）61929733

电子邮件：zhongnanconstruction@zhongnangroup.cn

联 系 人：何世荣

6、注意事项：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2）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

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

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的股东名册。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

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使。有关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投资者如需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如果是法人主体，还需提供有关法人相关身份证明文

件），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东账户卡复印

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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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入股票，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为通过网页填

写选择项，其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 1。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

券账户、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如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进

行投票，仅能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不能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附件 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程序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61

2、投票简称：中南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股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 年 12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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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

束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0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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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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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股东单位）出席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十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证券帐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授权事项议案

2.00

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01

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

2

家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2.02

关于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事项

2.03

关于为南京星润提供担保事项

注：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

加盖单位印章；

2、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您登记的所有股份均做出授权；

3、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委托人对议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则被委托人可自行决定投同意票、反对票或弃权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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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武汉中南锦悦等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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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可使用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8,807,186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 6,432,

25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 369.71%，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

（1）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 2 家公司提供担保事项

为了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董事会决议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对武汉中南锦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简称“武汉中南锦悦” ）等 2 家公司增加提供 122,000 万元担保额度，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公司权

益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目前担保

额度

（

万元

）

拟新增担

保额度

（

万

元

）

是否

关联

担保

公司及公司

控股子公司

武汉中南锦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97.89% 0 100,000

否

慈溪合翔置业有限公司

33% 88.69% 0 22,000

合计

0 122,000 -

公司 2019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对公司合营、 联营公司可使用的担保额度目前为 2,

175,763 万元，增加新的担保额度后，公司为公司合营、联营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将增加到 2,297,763 万

元。另外，公司 2019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的担保

额度为 5,149,551 万元，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度为 2,433,672 万元。董事会决

议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对子公司担保保持上述额度。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子公司、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

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合营、联营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合营、联营公司各类主体担保额

度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主体 资产负债率 担保额度

（

万元

）

子公司

＞70% 5,149,551

≤70% 2,433,672

小计

7,583,223

合营

、

联营公司

＞70% 1,765,495

≤70% 532,268

小计

2,297,763

合计

9,880,986

以上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子公司间调

剂；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间调剂；为资产

负债率不超过 70%的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70%的股东大会同意提供担

保的合营、联营公司间调剂；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合营、联营公司的担保额度可以在资产负债率超

过 70%的股东大会同意提供担保的合营、联营公司间调剂。有关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通过为

本次有关公司提供担保的决议之日起 12 个月。有关担保的具体事宜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

（2）关于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事项

公司持股 91.15%、 公司陈锦石董事长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3.30%， 其他 17 位独立自然人持股

5.55%的南通市中南建工设备安装有限公司（简称“中南安装” ）拟融资 5,000 万元，公司拟为中南安

装有关融资提供 5,000 万元全额担保。 由于实际控制人陈锦石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中南安装股权，公

司为中南安装提供全额担保涉嫌关联方担保， 因此公司董事会决议提请股东大会单独审议为中南安

装提供担保额度事项。在审议有关事项时，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

（3）关于为南京星润提供担保事项

此外，公司持股 33%、独立第三方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宋都基业” ）持股 33%、独立

第三方花样年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简称“花样年” ）持股 34%的宁波奉化花祺置业有限公司（简称

“宁波花祺” ）拟融资 55,000 万元，期限 12 个月，花样年持股 100%的南京星润置业有限公司（简称

“南京星润” ）作为共同还款人。针对有关融资本息，花样年拟提供 62,150 万元全额担保，公司及宋都

基业拟为宁波花祺和南京星润同时提供最高 62,150 万元的 100%还款差额补足，公司 2019 年第十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对宁波花祺提供 100,000 万元担保额度，该额度尚未使用，但对南京星润提

供还款差额补足事宜之前没有经过股东大会审议， 因此本次公司董事会决议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公司

对南京星润提供有关差额补足。为宁波花祺和南京星润提供的差额补足针对同一交易，公司实际承担

担保金额合计 62,150 万元。

2019 年 12 月 1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为武汉中南锦悦等 2 家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和关于为南京星润提供担保事项； 在关联董事陈锦

石、陈昱含、陆忠亮、柳方、柏利忠回避表决的情况下，以 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中南安装提供担保事项。决议将有关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武汉中南锦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6 年 12 月 6 日

注册地点：武汉市东西湖区径河街道三店西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颜智勇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地产开发及销售；物业管理；装饰工程设计、装饰装潢施工；建筑材料销售等。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

东无关联关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度

（

经审计

）

132,575.97 129,113.25 3,462.72 0 -965.56 -933.55

2019

年

9

月

（

未经审

计

）

148,895.40 145,760.48 3,134.92 0 -328.92 -327.81

2、慈溪合翔置业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7 年 10 月 30 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古塘街道明州路 997 号

法定代表人：彭建斌

注册资本：20,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

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度

（

未经审计

）

108647.46 90208.18 18439.28 0 -2060.02 -1545.02

2019

年

9

月

（

未经

审计

）

137,362.84 121,821.01 15,541.83 0 -2,805.88 -2,795.09

3、南通市中南建工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 年 12 月 16 日

注册地点：江苏省海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陈锦石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管道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安防监测设备、楼宇自控设备销售;道路货运经营。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陈锦石董事长及其一致行动人陆亚行持有 3.3%股权，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中南安装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度

（

经审计

）

549,458.99 383,622.62 165,836.37 151,129.92 23,942.19 17,725.45

2019

年

9

月

（

未经

审计

）

617,139.76 430,410.72 186,729.04 163,544.36 27,773.36 20,892.67

4、南京星润置业有限公司（独立第三方）

成立日期：2017 年 5 月 15 日

注册地点：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曹学远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服务;建筑装饰工程设计与施工;房屋建设工程、地基基础建

设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商业管理服务;设

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图文设计;电子游戏游艺娱乐服务;艺术培训;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企业形象策划;日用百货、体育用品及器材、化妆品、钟表、眼镜、照相器材、纺织品及针织品、服装、鞋

帽、箱包、五金、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家具、工艺品、珠宝首饰零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及违禁品)、停

车场管理服务。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股东无

关联关系。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8

年度

（

经审计

）

178,357.21 177,249.10 1,108.10 0 -3,208.34 -3,514.73

2019

年

9

月

（

未经审

计

）

255,339.91 258,097.48 -2,757.57 0 -4,054.84 -4,222.5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目前尚未与贷款机构签订担保协议。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在上述担保事项实际发生后再根

据实际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审议认为：本次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有关公司的业务需要。目前上述公司经营正

常，偿债能力强，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对于向非全资公司提供的担保，各股东均按比例提供担保或采

取要求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等保障措施，担保风险可控。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不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通过对有关担保情况的了解，我们认为向有关公司提供担保确系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担保涉及的

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目前有关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强，担保不增加公司风险。对于向非全资公

司提供的担保，各股东均按比例提供担保或采取要求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提供反担保等保障措施，

担保风险可控。提供担保不损害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 6,432,25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权益的 369.71%。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 1,050,206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 60.36%；逾期担保金额 0 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

金额 0 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0 万元。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

（上接 B2版）

单位：元

项目 业绩承诺数 盈利实现数 完成率

(%)

差异数

2016

年度六家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直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301,309,900.00 312,263,855.57 103.64 10,953,955.57

2017

年度六家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直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380,594,300.00 295,844,018.42 77.73 -84,750,281.58

两年累计实现

681,904,200.00 608,107,873.99 89.18 -73,796,326.01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的约定，2017年中广核核技术及其指定的其他交易对方应向上市公司的盈利补偿金

额合计为 268,362,967.87元，折算补偿股份数合计为 30,600,111股，具体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盈利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

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总和－累计盈利已补偿金额 =（681,904,

200.00元－608,107,873.99元）÷1,155,157,200.00元×4,200,770,300.00元－0元 =268,362,967.87元。

当期盈利补偿股份数量 = 当期盈利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 （即人民币 8.77 元 / 股）=268,

362,967.87元÷8.77元 /股 =30,600,111股。

2016年中广核核技术与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六家目标公司中广核高新核材集团有限公司、 中广核中科

海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广核达胜加速器技术有限公司、中广核俊尔新材料有限公司、中广核三角洲集团（苏

州）特威有限公司以及中广核拓普（湖北）新材料有限公司原股东分别签订关于各目标公司的《资产重组利润

保障协议》，协议明确约定各目标公司原股东应承担的业绩考核指标、盈利补偿金额及盈利补偿股份数量的计

算方式。根据《资产重组利润保障协议》的约定，本次中广核核技术补偿 23,111,870 股，中广核核技术指定的相

关方自愿补偿股份合计为 7,488,241股。具体补偿股份的交易对方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 （股 ） 股份性质

1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

710,443

限售股

2

魏建良

1,420,886

限售股

3

魏兰

568,355

限售股

4

刘恒

284,178

限售股

5

丁建宏

852,532

限售股

6

单永东

852,532

限售股

7

张定乐

426,266

限售股

8

吴凤亚

426,266

限售股

9

林海光

426,266

限售股

10

陆惠岐

142,089

限售股

11

苏忠兴

142,089

限售股

12

王珏

142,089

限售股

13

徐红岩

765,974

限售股

14

徐争鸣

218,850

限售股

15

陆燕

54,713

限售股

16

王郑宏

54,713

限售股

17

中广核核技术

23,111,870

限售股

合计

30,600,111 -

以上 30,600,111股已于 2018年年内完成注销手续。

（2）根据信永中和出具的《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重大资产重组购入资产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的说明专项审核报告》（XYZH/2019CSA20522），六家目标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累计完成净利

润 88,727.22万元，累计未完成净利润 26,788.50万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项目 业绩承诺数 盈利实现数 完成率

(%)

差异数

2016

年度六家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直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301,309,900.00 312,263,855.57 103.64 10,953,955.57

2017

年度六家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直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380,594,300.00 295,844,018.42 77.73 -84,750,281.58

2018

年度六家目标公司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直接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

473,253,000.00 279,164,357.09 58.99 -194,088,642.91

三年累计实现

1,155,157,200.00 887,272,231.08 76.81 -267,884,968.92

根据《盈利补偿协议》，盈利补偿金额及盈利补偿股份数量计算如下：

累计盈利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

期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总和 = （1,155,157,200.00 元－887,272,

231.08元）÷1,155,157,200.00元×4,166,431,500.00元 =966,209,943.44元

2018 年度盈利补偿金额 = 累计盈利补偿金额 - 以前年度已补偿金额 =966,209,943.44 元 -30,600,111 股

×8.77元 /股 =697,846,969.97元

2018 年度盈利补偿股份数量 =2018 年度盈利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 =697,846,969.97 元÷

8.77元 /股 =79,572,061股（向上取整后）

由于六家目标公司的标的资产合计期末减值额为 569,529,291.60元，小于盈利补偿金额 966,209,943.44 元，

中广核核技术及其指定的其他交易对方本次不向上市公司进行资产减值补偿。

根据以上协议约定计算，2018 年度中广核核技术及其指定的其他交易对方应向上市公司补偿 79,572,061

股股份。

根据《资产重组利润保障协议》的约定，本次中广核核技术补偿 46,682,416股，中广核核技术指定的相关方

自愿补偿股份合计为 32,889,645股。具体补偿股份的交易对方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回购注销股份数量 （股 ） 股份性质

1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46,682,416

限售股

2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9,455,623

限售股

3

魏建良

3,769,086

限售股

4

徐红岩

2,614,511

限售股

5

丁建宏

2,261,451

限售股

6

单永东

2,261,451

限售股

7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

1,884,543

限售股

8

魏兰

1,507,634

限售股

9

张定乐

1,130,726

限售股

10

吴凤亚

1,130,726

限售股

11

林海光

1,130,726

限售股

12

俞江

1,023,776

限售股

13

刘恒

753,817

限售股

14

徐争鸣

747,004

限售股

15

叶启捷

511,888

限售股

16

高健

498,450

限售股

17

陆惠岐

376,909

限售股

18

苏忠兴

376,909

限售股

19

王珏

376,909

限售股

20

苏州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362,826

限售股

21

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204,308

限售股

22

陆燕

186,751

限售股

23

王郑宏

186,751

限售股

24

邢东剑

136,870

限售股

合计

79,572,061 -

以上 79,572,061股已于 2019年 12月 12日完成注销手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为巩固控制权， 中广核核技术于 2018年 7月 3日到 7月 19日增持上市公司 7,849,706 股； 中广核资本于

2018年 6月 19日到 22日增持上市公司 319,991股， 于 6月 21日通过合鑫信托增持上市公司 1,274,000 股。因

看好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明亮于 2017年 4月 18日增持上市公司 5,000股。

其中，合鑫信托金融投资项目 1701期资金信托合同的主要内容：

委托人：中广核资本

受托人：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受益人：中广核资本

证券经纪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管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信托资产管理的具体方式

受托人根据信托文件中关于信托财产运用范围和投资限制的规定向证券经纪商下达交易指令。 信托项目

设立时的规模不超过 1.5亿元。

2、投资范围

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新股申购（包括网上和网下申购）、

新三板（包括拟挂牌的新三板）非银行间市场交易债券（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央行票据、可转换

债券、可交换债券，资产支持证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收益凭证、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公司资管计划（包含基金

子公司资管计划）债券逆回购、期货公司资管计划以及券商的资管计划等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私募基金、

货币市场工具、沪港通、股指期货以及双方协商一致的法律法规或中国银监会允许信托项目投资的其他投资品

种，以获取投资收益,�实现信托财产的保值增值。

本信托项目不设预警线和止损线。

直接投资于证券资产时应符合以下要求：

①本信托项目到期前 5个交易日起，禁止进行证券买入的交易；②现行有关法律法规修订变化后，若上述

投资限制与之产生抵触，应以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为准。

信托资金不得投资以下证券品种：

①与受托人有关联关系的企业发行的证券；②未经受托人同意，不得投资于以下与受托人存在关联关系的

上市公司股票：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中信重工、中信海直、东方金钰、大冶特钢、中信国安、茂化实华，以及其他

属于该等类别的股票； ③受托人固有财产和本信托财产合计持有每一上市公司股票的比例上限不超过该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 5%；④不得投资负债类产品或项目，如融资融券、正回购资金拆借、贷款、抵押融资或者对外担保

等用途。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信托项目财产总值变动等因素致使本信托项目投资不符合本条约定的投

资限制的，应当在 15个交易日内调整完毕，遇股票停牌等限制流通的情況，调整时间顺延。

3、信托管理费用

（1）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发生的下述费用由信托财产承担：

保管人托管费；受托人的信托报酬；信托财产管理运用、处分而发生的税费和交易费用；审计费、律师费；按

有关约定，其他应支付的税费和费用。

（2）保管人托管费：按该日存续的信托资金规模的 0.05%的年费率收取。

（3）受托人的信托报酬：以信托资金为基础。在本信托项目成立后，以 0.35%的年费率收取。

4、合同的期限及变更

本信托项目的预计期限为三年，自本信托项目成立日起算。自信托项目成立日起设定锁定期 1 年，委托人

在锁定期内不得提前赎回其信托单位，锁定期满可随时赎回，受托人在收到委托人赎回指令十个工作日内将赎

回价款划至受益人信托利益分配账户，若委托人发出赎回指令时现金形态的信托财产不足以支付赎回价款，受

托人有权拒绝该赎回指令。本信托项目到期前十个工作日内委托人向受托人提出本信托项目延期的申请，经受

托人，保管人一致同意后信托项目延期。如发生本合同规定的信托项目提前终止情形时，本信托项目予以提前

终止。经受托人，受益人协商一致，本信托项目可提前终止。

5、终止的条件

（1）信托项目提前终止条件：

由于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及中国银监会不时变更的监管政策变动将对信托项目运行产生重大影响，使得

本信托项目无法持续稳健运行，受托人有权向受益人提交终止本信托项目的请求，经受益人同意后，终止本信

托项目；信托当事人一致同意提前终止信托。

（2）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信托项目终止，并进行信托清算：

本信托项目期限届满且未延期；本信托项目的存续违反信托目的；信托目的已实现或者无法实现；本信托

项目被撤销或被解除；受托人职责终止，未能按照有关规定产生新受托人；受益人放弃信托受益权或受益人决

定终止；发生不可抗力事件；法律、行政法规或信托合同规定的其他事由。

（3）信托项目的清算

受托人通知保管人从本信托项目财产中提取信托费用及相应的税费后，作为信托利益清算依据；本信托项

目在清算期间产生的利息归受益人所有。

（4）信托财产的分配

本信托项目终止后的十个工作日内， 受托人向受益人支付信托利益； 本信托项下的信托利益归属于受益

人。受托人按本信托项目的规定向信托受益人分配信托利益。

6、信托资产处理安排

信托利益 =信托财产 - 信托项目费用 - 信托税费。信托利益全部向受托人分配，受益权项下期末信托利

益在本信托终止后一次性分配。

7、合同签订的时间

本合同于 2017年 8月签署。

第四章 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第五章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

信息，也不存在根据中国证监会或深交所规定应披露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与签署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对本报告书签署声明，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第六章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目录

（一）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营业执照和身份证明文件（自然人）；

（二）各信息披露义务人（法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三）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置备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于中广核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 2002 号中广核大厦 16 层）供投资者查阅。投资

者也可以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科维（南通）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苏州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魏建良： 丁建宏： 单永东： 张定乐： 吴凤亚：

魏兰： 刘恒： 林海光： 陆惠岐： 苏忠兴：

王珏： 刘斌： 明亮： 李德明： 张宇田：

施卫国： 肖林： 刘永好： 俞江： 叶启捷：

高健： 邢东剑： 陈晓敏： 黄志杰： 包秀杰：

徐红岩： 徐争鸣： 王郑宏： 陆燕： 陈林：

方红兵： 严伟： 李龙勤：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科维（南通）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苏州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魏建良： 丁建宏： 单永东： 张定乐： 吴凤亚：

魏兰： 刘恒： 林海光： 陆惠岐： 苏忠兴：

王珏： 刘斌： 明亮： 李德明： 张宇田：

施卫国： 肖林： 刘永好： 俞江： 叶启捷：

高健： 邢东剑： 陈晓敏： 黄志杰： 包秀杰：

徐红岩： 徐争鸣： 王郑宏： 陆燕： 陈林：

方红兵： 严伟： 李龙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 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大连市

股票简称 中广核技 股票代码

0008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海 淀 区 紫 竹 院路

81

号院

3

号楼

13

层

12A01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 披露义 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 、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

以上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

内 、 外两个以上上市公司的

控制权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重大资产重组股份业绩补偿 ）

信息 披露义 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

益的股份 数 量 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

644,730,987

股

持股比例 ：

68.19%

（按照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计算 ）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 量 及变动

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

544,007,512

股

变动比例 ：

57.54%

信息 披露义 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 披露义 务人在 此 前

6

个 月

是否在 二 级 市场买 卖 该 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 人减 持 时

是否存 在 侵 害 上市公司和 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 或实际控制 人减 持 时

是否存 在 未清 偿 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中广核核技术应用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中广核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苏州德尔福商贸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科维（南通）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上海日环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南通南京大学材料工程技术研究院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南通海维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江苏达胜热缩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苏州资达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苏州君胜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上海云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苏州科荣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温州科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

________________

深圳中广核一期核技术产业发展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或授权代表）：

________________

魏建良： 丁建宏： 单永东： 张定乐： 吴凤亚：

魏兰： 刘恒： 林海光： 陆惠岐： 苏忠兴：

王珏： 刘斌： 明亮： 李德明： 张宇田：

施卫国： 肖林： 刘永好： 俞江： 叶启捷：

高健： 邢东剑： 陈晓敏： 黄志杰： 包秀杰：

徐红岩： 徐争鸣： 王郑宏： 陆燕： 陈林：

方红兵： 严伟： 李龙勤：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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