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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暨未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司第二大股东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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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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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6月11日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2019-27）。2019年6月10日，公

司收到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团公司（以下简称“陕高速集团” ）《关于减持陕国投A股股份

的函》。按照有关规定，持有本公司股份857,135,69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21.62%）的第二大股东

陕高速集团，因维持2018年配股发行前原持有的21.33%股权比例和自身经营发展需要，计划在

上述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或者集中竞价交易等证券监督管理部门

认可的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1,495,63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不超过0.29%）。

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2019-48）。2019年9月30日，公司收到陕高速集团《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的告知

函》。截至2019年9月30日，陕高速集团此次减持股份计划的时间已过半，减持期间内，陕高速集

团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019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陕高速集团《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陕国投A股份

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日，陕高速集团此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减持期间内，陕高速集团未通

过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情况

截至2019年12月29日，公司第二大股东陕高速集团减持股份计划期限届满，减持期间内，

陕高速集团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陕西省高速公路建设集

团公司依然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857,135,697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1.62%。

二、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陕西省

高速公

路建设

集团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857,135,697 21.62 857,135,697 21.62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857,135,697 21.62 857,135,697 21.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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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亦不存在违反相关股东股份锁定及减持相关承诺的情况。

2、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与公司2019年6月11日披露的《关于第二大股东减持股份预披

露公告》（2019-27）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四、备查文件

陕高速集团《关于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未减持陕国投A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2月30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9-53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30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2月30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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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9年12月30日9:15至2019年12月30日15:00的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召集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主持人：董事沈晓军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2、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名，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52,381,44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5.09%。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51,651,64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0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3名，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729,800股，占

公司股本总额的0.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逐项表决，表决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广西洲际林业投资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52,332,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1%；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弃权股4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9%。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股52,332,

2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99.91%；反对股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0%；弃权股4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0.0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江苏晨薇生态园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股4,34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45%；反对股

68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3.55%；弃权股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股4,34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86.45%；反对股680,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3.55%；弃权股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关联股东郁琴芬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回避股份总数47,357,842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派出律师刘颖颖、聂梦龙对大会的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

四、备查文件

1、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78�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编号：2019-062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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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12月27日接到控

股股东崇义章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章源控股” ）函告，获悉章源控股所持本公

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章源

控股

为本公司

控股股东

8,000,000 1.35% 0.87%

否 否

2019

年

12

月

26

日

至申请解

除质押之

日止

江西国

资创业

投资管

理有限

公司

为本

公司

借款

提供

担保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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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章源

控股

593,527,697 64.22% 400,204,873 408,204,873 68.78% 44.17% 0 0 0 0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根据江西省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工程推进小组办公室下发的《关于下达省重点创新

产业化升级工程 2019�年度重点产业领域创新成果产业化项目计划的通知》（赣重创推进办

字【2019】11�号）， 本公司位于崇义县工业园区的“高性能钨粉体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

（二期）” ，被列入“江西省重点创新产业化升级工程2019年度重点产业领域创新成果产业化

项目计划，可获得项目扶持资金，扶持方式为股权质押” 。

据此，本公司拟向江西国资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借款 1,800�万元，为叁年无息借款，

到期后按扶持资金等额回收，用于“高性能钨粉体智能制造技术改造项目（二期）” 。章源控

股以其所持公司 800�万股股份，为公司本次借款提供担保。

2.�未来半年内，章源控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09,50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为18.4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1.85%，对应融资余额为36,580万元；未来一年内，章源控股

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88,752,157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48.65%，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31.24%，对应融资余额为84,140.64万元。

章源控股还款资金主要来源于其自筹资金， 章源控股资信状况良好， 具备资金偿付能

力。

3.�章源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本公司利益的情形。

4.�章源控股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本次股份质押不

涉及业绩补偿义务履行。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000970� � �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9-028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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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环乐喜” ）与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订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由

浦发银行向三环乐喜提供人民币9,607万元借款， 借款期限自2019年12月25日起至2020年12月

25日。公司为此借款提供担保。

公司于2019年3月1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2019年4月22日召开了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的议案》，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21日和2019年4月23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

告》及《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0年4月

注册地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王震西

注册资本：77,210,597美元

股权结构：中科三环持有66%的股权，台全金属（美国）有限公司持有22.57%的股权，台全

（美国）有限公司持有11.43%的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生产、开发、销售稀土永磁材料，永磁电机、电动自行车，加工、销售稀土，普

通货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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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止2018年12月31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84,029.92万元，负

债总额为45,631.35万元，净资产为138,398.56万元，营业收入为152,016.05万元，利润总额为8,

525.60万元，净利润为6,375.01万元。截止2019年9月30日，该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87,011.21万元，

负债总额为48,943.91万元，净资产为138,067.30万元，营业收入为113,518.67万元，利润总额为3,

038.83万元，净利润为2,252.34万元。

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保证人：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天津三环乐喜新材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担保金额：人民币9,607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

合同所指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

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 律师

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

保证期间：为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3月1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9年4月22日召开

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

三环乐喜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董事会在对上述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质量、经营情况、

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 认为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其从未

发生过贷款逾期未还情况，且提供相对应的反担保，能够做到风险可控。因此，为保证其日常经

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公司为其本次贷款提供全额担保。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对公司的发展

是有益的，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权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7,718.4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6.22%。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002634� � � �证券简称：棒杰股份 公告编号：2019-105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持股 5%以上的股东浙江点创先行航空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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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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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4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077），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

点创先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

13,830,07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若减持期间有回购、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

动事项，则对该减持股份数量作相应调整）。其中，拟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

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的， 自本次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进行， 且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

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点创先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于上述减持期间内完成工商信息

变更登记， 其公司名称已变更为 “浙江点创先行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点

创” ），详见公司2019年12月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持股5%以上股东工商信息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93）。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

高在减持数量过半、减持时间过半及减持完毕或减持区间结束但未减持完毕时，应当披露减持

进展情况。2019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浙江点创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的告知函》，其拟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计划时间已届满，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

/

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剔除回购专户股

份数后总股本的比

例

大宗交易

2019

年

10

月

31

日

8.72 1,000,000 0.22%

大宗交易

2019

年

10

月

31

日

8.72 1,500,000 0.33%

大宗交易

2019

年

10

月

31

日

8.72 500,000 0.11%

浙江点创

集中竞价

- - 0 0

合计

3,000,000 0.66%

截止本公告日，浙江点创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3,000,000股，尚未通过集中竞价

方式实施减持。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剔除回购专

户股份数后总

股本的比例

股数（股）

占剔除回购专

户股份数后总

股本的比例

浙江点创

合计持有股份

63,297,901 13.98% 60,297,901 13.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63,297,901 13.98% 60,297,901 13.3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上述减持实施后， 浙江点创仍持有公司股份60,297,901股， 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13%，占剔除回购专户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为13.32%，仍为公司持股比例5%以上的股东。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浙江点创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 《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

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情况。

2、截至本公告日，浙江点创股份减持的实施与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

况。

3、浙江点创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浙江点创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其减持计划后

续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30日

证券简称：奥特佳 证券代码：002239� � � �公告编号：2019-080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次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12月30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就刘斌诉本公司股东王进飞及本公司债务纠

纷案件的终审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终765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诉讼的背景

2014年，刘斌与本公司股东王进飞等人签署借款合同，王进飞等向刘斌借款5000万美元，

后经协商，约定王进飞单独承担3000万美元债务及利息。因王进飞无力偿债，刘斌与王进飞于

2018年3月达成补充协议， 约定由王进飞的多位亲属及其私人企业等为其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担保责任。王进飞在本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私刻本公司公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冒用本公司

的名义在此合同中盖章，将本公司列为担保人。其后，王进飞仍无力还款，刘斌于2018年8月将

王进飞及各担保方起诉至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中院于今年3月作出一审判决，以“王

进飞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 为由判令本公司承担担保义务，应履行连带清偿责任（一审判决

的第四项内容）。本公司不服，上诉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述情况， 本公司已在2018年9月8日的2018-097号公告和2019年3月20日的2019-011号

公告中披露。

二、诉讼终审判决的主要内容

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终765号〕中涉及本公司的主要内容如下：

经各方当事人确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为:奥特佳公司（注：即本公司）是否应当承担担保

责任。

本院（注：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王进飞无权以奥特佳公司名义向刘斌提供担保

首先，王进飞于2016年6月17日后已不再担任奥特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此奥特佳公司

在证监会指定的媒体和工商信息上已予以了披露，王进飞在奥特佳公司仅系股东，无其他任

何职务，其以奥特佳公司名义向刘斌提供担保，并非职务行为。其次，王进飞以奥特佳公司名

义向刘斌提供担保，未获得奥特佳公司及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任何授权。第三，王进飞在《美

元补充协议》上所加盖的印章系王进飞私刻，并非是奥特佳公司的真实印章。综上，王进飞私

刻并在《美元补充协议》上加盖奥特佳公司担保章的行为既非职务行为，也未获得奥特佳公

司的授权，属于其个人私下行为，系无权行为。

二、王进飞的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

《合同法》第四十九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

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故刘斌主张奥

特佳公司承担担保责任，应举证证明其有理由相信王进飞具有代理权且其善意无过失，但现

有证据不足以使刘斌对王进飞具有代理权产生合理信赖，也不能证明刘斌已尽到相对人审慎

审查的注意义务。

首先，王进飞在2016年6月17日后不再担任奥特佳公司法定代表人的事实，已经证监会指

定的媒体和工商信息公告，刘斌对此应当明知，也应当知悉王进飞在2018年3月26日时已无权

代表奥特佳公司对外提供担保。

其次，王进飞的行为不足以使刘斌对王进飞具有代理权产生合理信赖。2018年3月26日之

前，王进飞从未以奥特佳公司名义与刘斌发生过借款或担保等法律关系，现有证据也不能证

明刘斌在签署《美元补充协议》时知道王进飞曾使用私刻的奥特佳公司印章从事借款和担保

行为，故一审法院依据审理中查明的王进飞曾多次持私刻的奥特佳公司印章从事借款和担保

行为，认定刘斌对王进飞具有代理权产生合理信赖，并认定王进飞能代表奥特佳公司，依据不

足。

再次，刘斌未尽到相对人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1）《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对公

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需经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等公司机关决议作出了明确

的规定，且奥特佳公司2017年6月修订的公司章程第四十一条亦明确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担保，必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刘斌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南通亚伦家纺城置业有

限公司的公司章程也有类似的规定。（2）刘斌与王进飞之间的借款发生于2014年5月，此时

奥特佳公司并未为王进飞向刘斌借款提供担保。然而近四年后的2018年3月26日，王进飞到

刘斌父亲刘伯香办公室， 持奥特佳公司印章并以奥特佳公司名义为其个人3000万美元借款

提供担保时，王进飞仅为奥特佳公司股东，并不担任奥特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其他职务。

本院注意到，在2018年3月26日，王进飞还以奥特佳公司名义，为其本人及合作伙伴在2012年

至2017年间向刘伯香、刘斌父子及控制的相关公司所借六笔款项（共计人民币13000万元，借

款时奥特佳公司均未提供担保）提供担保，连同当日为王进飞向南通亚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所借5000万元人民币提供的担保， 当日王进飞以奥特佳公司名义共为八笔借款提供了

近4亿元人民币的担保，均当场加盖了同一枚其私刻的奥特佳公司印章。（3）刘斌作为多家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或高管，对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须经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

议的规定应该熟知，在接受相关担保时应尽到更高的注意义务，特别是，在王进飞并非奥特

佳公司法定代表人，却手持奥特佳公司印章，当场为八份借款合同提供近4亿元人民币巨额

担保的特殊情况下，刘斌更应该审慎审查王进飞的代理权限，然而刘斌却并未审核王进飞所

持奥特佳公司印章的来源和真伪，也未审查王进飞的授权委托手续和权限，更未审查王进飞

一系列担保行为是否得到奥特佳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等公司机关的决议同意，就对王进飞以

奥特佳公司名义进行的担保予以接受， 故本院认定刘斌在接受上述巨额的担保时未尽到审

慎审查的义务。

综上，刘斌未尽到相对人审慎审查的注意义务，王进飞在《美元补充协议》担保人处加

盖私刻的奥特佳公司印章的行为，不能代表奥特佳公司的真实意思，王进飞的行为不构成表

见代理，奥特佳公司的担保行为不成立，不应承担本案的保证责任。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但适用法律不当。依照《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第

一百九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

《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三百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

二、撤销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6民初536号民事判决第四项（注：即撤销

一审判决中要求本公司就王进飞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的内容）。

……

四、驳回刘斌的其他诉讼请求。

三、诉讼结果对本公司的影响

根据此终审判决，本公司不承担此案所涉债务的连带担保责任及其他任何法律责任。

受本案一审判决影响，本公司于2019年初计提308,574,962.56元预计负债。此次终审判决

后，本公司不负所谓担保责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上述计提的预计负债应当在2019年予

以冲回，从而对当期损益构成积极影响。

本公司从未向股东王进飞及其关联公司提供过债务担保，被卷入诉讼，是相关行为的受

害者。江苏省高院对此案的公正判决有助于本公司全面解决因王进飞私刻公章并擅自签署协

议而将本公司牵扯进多起债务诉讼的问题并彻底澄清事实。

由于原告申请财产保全而被法院查封的本公司位于南通市通州区的4处厂房及本公司持

有的全资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亦应一并解封，本公司对其拥有的

权利将不再受限。

案件审理期间，本公司生产经营状态保持正常。此终审判决对本公司生产经营状况无影

响。

四、其他案件进展

由王进飞私刻公章问题将本公司牵涉其中的诉讼共8起，连刘斌案在内，目前已有5起了

结（其中3起原告撤诉、1起原告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1起本公司终审胜诉），本公司均不承担

法律责任。

其余3起案件，分别是南通亚伦家纺城置业有限公司、南通综艺投资有限公司和芜湖银海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王进飞及其一致行动人江苏帝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务纠纷

案件，案涉债务本金金额合计约2.94亿元，分别由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

院和芜湖市镜湖区人民法院审理。上述案件均已开庭，目前无判决结果。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或仲裁。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涉及王进飞债务事项尚有3起诉讼未判决，其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本次冲回的3.08

亿余元预计负债金额对当期损益的具体影响需经本公司财务部门核算，目前尚无具体数据。

敬请投资者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其余3起案件的进展， 请关注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及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苏民终765号〕

奥特佳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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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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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16日分别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组交割后对子公司华菱湘

钢、华菱涟钢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暨发行股份购买子公司湖南华菱湘潭

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湘钢” ）、湖南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菱涟

钢” ）及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少数股权交割完成，华菱湘钢、华菱涟钢成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后，分别以现金对华菱湘钢增资625,182.9594万元、对华菱涟钢增资99,411.8773万元。详见

公司于2019年12月17日披露的《关于重组交割后对子公司华菱湘钢、 华菱涟钢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110）》。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12月26日，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已完成相关标的资产的交割工

作，华菱湘钢和华菱涟钢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详见公司于

2019年12月27日披露的《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完成过

户及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5）》。

12月27日， 公司分别以现金对华菱湘钢增资625,182.9594万元、 对华菱涟钢增资99,

411.8773万元，华菱湘钢注册资本由274,817.0406万元增至900,000万元，华菱涟钢注册资本由

419,802.7534万元增至519,214.6307万元；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已完成了上述增资的工商登记

手续并取得了新换发的《营业执照》，其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1、华菱湘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7700529151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建宇

注册资本：90亿元

成立日期：2004年12月17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钢城路

经营范围：生铁、钢坯、钢材（含钢材深加工）、钢板、焦炭及附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销

售及相关活动；冶金机械设备、金属丝绳及其制品的制造、销售；冶金技术咨询；计算机及自动

化设备经营与技术开发；金属材料及矿产品、建材、五金交电、钢渣、非危险及监控化工产品的

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的进出口业务及代理进出口贸易；粗苯、煤焦沥青、硫磺、煤焦油生产；装

卸、搬运服务；房屋租赁服务；经电信、移动授权的相关代理业务；管道和设备安装；各类广告

设计、制作、发布及代理；群众文化活动管理服务；委托加工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华菱涟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1300776753288L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肖尊湖

注册资本：519,214.6307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06月22日

营业期限：长期

住所：湖南省娄底市黄泥塘

经营范围：钢材、钢坯、生铁及其它黑色金属产品的生产经营；氧气、煤气、氩气、焦炭及副

产品的生产经营；热轧超薄带钢卷、冷轧板卷、镀锌板及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技术咨询服务；

机制加工、机电维修；政策允许的有色金属及矿产品、建材、五金交电、原材料、钢渣、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品 ）经营；信息设备维修、经营；发电、交通运输、建筑安装设计；本公司产品进出

口业务、补偿贸易；电子平台秤的生产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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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备查文件

华菱湘钢、华菱涟钢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30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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