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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和解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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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东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7,450,69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30%。

本次质押和解质后，王东海先生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524,030,000股，占其持

有公司股份的71.51%。

2019年12月15日，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王

东海先生发来的通知，相关信息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和解质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

股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王东海 否

29,330,000

否 否

2019/12/12 2020/12/11

国泰君

安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16.53 2.03

偿还

债务

合计

/ 29,330,000 / / / / / 16.53 2.03 /

本次被质押股份不涉及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的

情况。

2、本次股份解质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王东海

本次解质股份

（

股

）

29,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

）

16.34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2.01

解质时间

2019

年

12

月

13

日

持股数量

（

股

）

177,450,696

持股比例

（

%

）

12.3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

股

）

117,96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

%

）

66.47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8.18

本次解质股份暂无用于后续股票质押的计划。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控制人王东海先生及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

%

）

本次质押和解

质前累计质押

数量

本次质押和解

质后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

份情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王东海

177,450,696 12.30 117,630,000 117,960,000 66.47 8.18 - - - -

廊坊百川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512,608,484 35.53 406,070,000 406,070,000 79.22 28.15 - - - -

王东江

22,414,526 1.55 - - - - - - - -

王东水

19,938,281 1.38 - - - - - - - -

王文泉

346,157 0.02 - - - - - - - -

合计

732,758,144 50.79 523,700,000 524,030,000 71.51 36.32 - - - -

二、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质押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未来半年内无质押到期股份， 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117,96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的66.47%,占公司总股本的8.18%，对应融资余额36,600万元。王

东海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为自有资金、投资收益

等。

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公司利益

的情形。质押事项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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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框架协议为合作各方的初步意向，最终合作方案以相关各方签署的正式合作协议为

准。本次合作尚需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相关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述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装建设” 或“甲方” ）于

2019年12月13日与恒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宇集团” 或“乙方” ）签署《深圳

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恒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拟共同出资在澳门设立一家合资公司（以下简称“合资

公司” ），致力于建筑装饰业务、应用区块链、物联网、智慧家庭等新技术在建筑装饰行业领

域的研发及应用。

二、战略合作方基本情况

恒宇集团为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证券代码：02448.HK），主要在澳门地区从事装

修工程业务及楼宇建造工程业务。 恒宇集团作为装修承建商主要承接私营部门的装修项

目，包括酒店、赌场、餐厅、零售商铺及其他物业。恒宇集团的装修项目包括首次装修新建造

的物业或重新装修现有物业。恒宇集团已为澳门六家持牌赌场博彩营运商中的五家提供过

设计与施工服务，是澳门领先的建筑装饰企业。

三、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合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甲、乙双方拟共同出资在澳门设立一家合资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合资公

司致力于建筑装饰业务、应用区块链、物联网、智慧家庭等新技术在建筑装饰行业领域的研

发及应用。

1.1.甲、乙双方发挥各自优势拓展澳门、东南亚市场的建筑装饰市场。

1.2.合资公司就开展区块链金融平台等相关业务的经营展开合作，建立开放的标准化

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平台。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恒宇集团主要在澳门地区从事装修工程业务及楼宇建造工程业务。恒宇集团作为装修

承建商主要承接私营部门的装修项目，客户主要包括酒店、赌场、餐厅、零售商铺及其他物

业，已为澳门六家持牌赌场博彩营运商中的五家提供过设计与施工服务，是澳门领先的建

筑装饰企业。

公司将与恒宇集团成立的合资公司围绕建筑装饰业务、智慧家庭、供应链区块链平台

建设目标，以战略合作的形式，建立双方长期互信、互助和双赢机制。合资公司的设立将对

公司在澳门、香港及东南亚市场的建筑装饰业务拓展提供便利，有助于进一步开拓公司的

建筑装饰业务区域。同时，合资公司将致力于建立开放的标准化区块链供应链金融平台，通

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等合作方式，促进公司在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技术平台领域的发展。

本次合作尚需履行必要的内外部相关决策、审批程序，相关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恒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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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银行并购业务获业内高度认可 面对激烈竞争三大核心优势凸显

近年来，为契合国家战略，更好服

务于实体经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正持续深化，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

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金融服务与产业发

展的交互赋能，为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

型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广阔空间。

日前，由中国并购公会主办的第十

六届中国并购年会“并购赋能，提升国

家核心竞争力”在京举行。 北京银行凭

借“并购

+

”品牌体系，在中国并购业界

最具影响力的盛典中荣获

2019

年度

“最佳并购推广奖”。 据悉， 这是北京

银行首次获得该奖项，也是史上首家荣

获此奖项的城商行。

事实上，国内商业银行在投资银行

领域的布局不断加码， 策略也各有不

同。 北京银行作为全国城商行先行者，

持续积极探索投资银行业务，不断在金

融市场中实现创新与突破。

截至目前， 北京银行总资产达到

3.31

万亿元、 营业收入超过

550

亿元；

投行核心业务规模突破

1.5

万亿元，服

务企业超过

1400

家。

并购业务获高度认可

累计并购融资规模超400亿元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和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并购市场

正朝着市场化、专业化、国际化方向迈

进，有三方面的力量塑造了并购行业的

新变革。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专职副

主席邱小平在第十六届中国并购年会

上表示。

具体来看，一是全球化。 以并购为

手段，在全球范围整合资源、整合资本、

整合产能。 中国并购行业需要与此相适

应，并应对各种挑战。二是技术变革。一

方面， 并购支持创新技术和模式的发

展，另一方面，

5G

、区块链等新技术让并

购有能力为企业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

值。 三是教育。 要实施并购人才的培养

战略，培养一批国际化并购人才，服务

发展大局。

作为中国并购业界最具影响力的

盛典，由中国并购公会主办的“中国并

购年会”已经连续成功在北京、天津、上

海、深圳和香港等地举办了十五届。

北京银行 “并购

+

” 品牌荣获

2019

年度“最佳并购推广奖”，成为史上首家

荣获此奖项的城商行。 这一含金量极高

的奖项，是并购市场对北京银行并购业

务的高度认可和肯定，该奖项充分彰显

了该行“并购

+

”广泛的市场影响力和品

牌号召力。

资料显示， 北京银行自

2009

年第

一批取得银行业并购贷款业务资质以

来， 就不断提升并购金融服务能力，累

计并购融资规模超

400

亿元，服务客户

达

120

户， 涉及行业包括基础设施建

设、能源、交通运输、制造业、节能环保、

文化科技等国家重点支持行业，其中更

不乏优秀亮点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 北京银行在

2019

年

5

月推出并购汇专栏———“小京说并

购”，目前该栏目已成功推出

16

期专业

研报，研报紧跟最新相关政策及市场活

跃度较高行业，涵盖科技、文化、医疗等

行业。

据了解，行内经营团队组织学习相

关研报

,

了解行业动态，深挖客户需求，

充分发挥北京银行在 “科技金融”、“文

化金融”的品牌优势，实现多方位营销

目标客户，目前已衍生多笔相关并购业

务，涉及科创板、文旅、三农等目前国家

大力推广行业，获得客户极大认可。

不难看出，面对并购行业的变革与

挑战， 北京银行近年来不断突破自我。

其“并购

+

”品牌体系也将继续践行服务

实体经济，积极构建银行、中介机构、企

业之间共享共赢、互为客户的协同发展

新生态，为实现金融服务与产业发展交

互赋能提供广阔空间。

三大核心架构构建共赢生态圈

跨界融合、开放共享，构建生态这

些动词早已不再是互联网企业的专有

名词，而落地成为商业银行在转型路上

构筑护城河优势的必然之举。

近年来， 银行、 金融服务商们、第

三方中介机构之间发生了更多的业务

交互。 不得不承认的是，商业银行在生

态圈战略上一直具有较为独特优

势———借助“海量数据”和“客户信任”

消除传统业务存在的壁垒， 最终实现

收益最大化。

以北京银行为例，该行是目前国内

首家创新推出“并购

+

”品牌的城商行，

目的在于构建共享共赢生态伙伴圈。

据笔者了解，“并购

＋

” 目前包括 “并购

邦”、“并购汇”、“并购

MALL

” 三大核心

架构，可实现合作范围、合作模式、融智

科技、框架体系等多维度的创新服务。

据介绍，并购邦是指生态圈伙伴互

为客户。 通过深度整合市场机构，真正

实现行业资源共享。 具体来说，并购邦

由企业客户、同业机构、券商投行、各类

股权交易平台、

PE

机构、中介服务等各

类市场机构组成， 旨在通过战略合作、

资源共享、 融智科技等专业化服务，互

为客户、 为企业战略发展助力护航。 并

且北京银行已与上述机构建立了长效

合作机制。

“北京银行并不仅仅为客户提供单

向服务， 而是并购邦内所有伙伴成员，

都互为客户，从而形成多维度的合作伙

伴生态圈。 ”北京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

第二大架构“并购汇”则是完全打

通了并购信息壁垒瓶颈，保持市场动态

实时更新，项目资源精准推送，实现生

态圈合作伙伴合作方式的汇集；

第三大架构“并购

MALL

”，则是一

个可以提供专业化并购金融服务的大

卖场。 从专业化投行服务到特色化小企

业客户服务再到产业化供应链服务，让

并购服务定制化成为现实。

“我行提供专业化并购金融服务的

大卖场，支持各类大、中、小型企业融通

发展，旨在帮助不同类型客户在大卖场

MALL

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 ”北

京银行负责人介绍称。

北京银行行长助理戴炜此前就对

笔者表示，北京银行在这一并购生态圈

中扮演了构建者、协调者、参与者三种

战略角色。 他坦言“我们希望把广大的

客户群体积聚在一起， 实现信息互换、

资源共享，北京银行还可以在其中提供

‘融资

+

融智’的金融服务。 ”

面对激烈竞争北京银行优势凸显

当前，中小银行面临的风险和过去

相比有所上升，比如公司治理方面存在

缺陷，流动性风险明显，还有信用风险

增加较快。 由于中小商业银行业务集

中度较高，公司业务在当前信用风险明

显上升的情况下， 同业压力也有增无

减。 与此同时，金融开放为外资银行打

开限制，金融市场的竞争进一步提升。

有业内人士指出， 在此背景下，发

展银行业的并购有利于提升行业整体

发展水平， 不仅能防范系统的风险，也

可以借助资本市场，提升商业银行并购

的便利以及效率，优化资源配置的同时

提高国际竞争力。

为了应对经济形势变化，并购业务

已成为北京银行企业多元化经营，实现

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更为关键的

是， 北京银行自身的资源禀赋决定了

“并购

+

”品牌的诞生。

戴炜行长助理表示，生态伙伴合作

模式的推出， 主要基于北京银行在公

司业务领域形成的“三大优势”，即：投

行业务中并购金融专业化服务优势、

数千家优质的小企业客户形成的天然

标的资源库优势、 通过交易银行面向

核心客户及其上下游企业提供资源整

合优势。

例如北京银行“并购

+

”支持北京市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战略升级。 依

托“并购

+

”品牌系列活动和技术支持，

大力推动并购业务，落地了农业产业并

购贷款， 助力首都重点国企完善产业

链，协助企业加速产业转型

,

进一步加大

资本市场服务农业板块的力度、促进农

业产业创新驱动发展、为农业发展引入

源头活水；

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助力企业集中

资源在水环境治理和工业危废处置领

域实现区域升级和战略升级，实现生态

环保领域国有资源和民营机制的优势

互补。

与此同时，北京银行还为企业量身

打造并购方案， 成功助力企业上市，也

为类似国有企业通过并购路径实现上

市闯出了新路，受到了当地政府，各大

国有企业、区域金融市场的广泛关注和

赞誉。 目前该项目已纳入当地政府上市

战略规划的重点项目。

作为并购市场的重要力量，北京银

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孕育而生，经过

23

年的发展， 成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

的见证和缩影，连续五年跻身全球银行

百强。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银行也持续积

极探索投资银行业务，不断在金融市场

实现创新突破， 逐渐形成了债券承销、

资产证券化、银团业务、并购业务，财务

顾问五大业务体系。

目前，北京银行投行核心业务规模

突破

1.5

万亿元， 服务企业超过

1400

家。

2019

年上半年债券承销规模

767.7

亿元，同比增长

19.5%

，承销只数保持

北京地区市场第一位。 牵头银团项目放

款规模同比增长

163%

，并购顾问费、银

团手续费同比增长

165%

、

84%

，成为投

行业绩新的增长点。

正如北京银行所说， 该行会秉持

“真诚所以信赖”的服务理念，全面提升

投行业务的核心竞争力与影响力，以专

业、创新、高效的投行团队满足客户个

性化需求，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 全力

服务国家战略实施， 立足自身优势，紧

贴首都发展命脉，服务实体经济，助力

文化金融、科技金融，打造国内一流的

中小银行最佳投行品牌。 (CIS)

专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