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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仲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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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上海仲裁委员会已受理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仲裁申请人

● 涉案的金额：人民币68,323.69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等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的基本情况

近日，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上海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蔡道

国、颜秋娥、蔡强支付补偿款、逾期补偿利息、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合计人民币68,323.69万元，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申请人：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蔡道国、颜秋娥、蔡强

仲裁机构：上海仲裁委员会

二、仲裁案件事实、请求的内容

2015年7月，公司与蔡道国、颜秋娥、蔡强签订了《关于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蔡道国、颜秋娥、

蔡强之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购买资产协议》” ），约定公司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的方式受让蔡道国、颜秋娥、蔡强合计持有的江西远东电池有限公司（原名“江西省福斯特新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西远东电池” ）100%股权。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了应收账款账面价值补偿义务：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江西远东电池经审计的

累计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258,717,817.54元。前述应收账款中，在2017年12月31日前仍未收回的应收账款账

面价值，则蔡道国、颜秋娥、蔡强各主体同意按实际未收回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向江西远东电池进行补偿，该

等补偿需由蔡道国、颜秋娥、蔡强于公司针对江西远东电池2017年度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3个月内以现金

方式向江西远东电池支付。每逾期一日，按应支付补偿金额的万分之五向江西远东电池支付利息。自蔡道

国、颜秋娥、蔡强按上述约定向公司补偿未收回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之日起，江西远东电池将上述应收账款

的债权转让给蔡道国、颜秋娥、蔡强，由蔡道国、颜秋娥、蔡强享有相关权利承担相应义务。同时根据《购买

资产协议》，如违反协议相关约定，蔡道国、颜秋娥、蔡强承担与之有关的一切费用，并承担违约责任。

2018年4月，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江西远东电池《2017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

31日，江西远东电池经审计的应收账款账面价值为人民币540,239,079.21元。蔡道国、颜秋娥、蔡强需根据

《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向江西远东电池进行补偿人民币540,239,079.21元。

截至本公告日，蔡道国、颜秋娥、蔡强尚未补偿，已构成违约。为维护公司利益，公司向上海仲裁委员会

提起如下仲裁请求：

1、裁决蔡道国、颜秋娥、蔡强连带支付江西远东电池补偿款人民币540,239,079.21元。

2、裁决蔡道国、颜秋娥、蔡强连带支付江西远东电池自2018年7月24日起至实际支付完毕补偿款之日

止，以540,239,079.21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的利率计算的逾期补偿利息（暂计至2019年12月31日为人

民币142,082,877.84元）。

3、裁决蔡道国、颜秋娥、蔡强连带支付公司实现债权的费用共计914,942.13元（包括财产保全申请费人

民币5,000元，财产保全保险费人民币409,942.13元，律师费人民币500,000元）。

4、裁决蔡道国、颜秋娥、蔡强承担本案全部仲裁费用。

三、仲裁进程情况

本次仲裁已被上海仲裁委员会受理，目前尚未正式开庭审理。

四、本次公告的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尚不能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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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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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梦海大道5033号卓越前海壹号8号楼（B座）2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1,765,38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56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董事长梁斐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经公司过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董事黄晨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召开及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3人，董事长梁斐先生、董事赵质斌先生和独立董事刘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业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拟放弃参股子公司股权优先受让权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733,584 99.9556 31,800 0.044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熊记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1,735,384 99.9581 30,000 0.0419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熊记锋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提案

1,900 5.9561 30,000 94.0439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雪仪、刘力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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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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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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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

短信及电话等方式于2020年1月5日发出，会议于2020年1月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7名，实际

参会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长梁斐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参加了会议，公司监事和高管列席了会议，会

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熊记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熊记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任期自2020年1

月8日起至2020年4月17日止。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熊记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会议选举熊记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任期自2020年1

月8日起至2020年4月17日止。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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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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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0年1月8日，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控股” 或“公司” ）控股股东大新华

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新华航空”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915,313,6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30%。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大新华航空计划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择机减

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168,061,203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公司于2020年1月7日收到公司股东大新华

航空的《关于拟被动减持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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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发【2017】24号）的相关

要求，现将有关减持计划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

东

3,915,313,630 23.30% 其他方式取得：3,915,313,630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American�Aviation�Ldc. 216,086,402 1.29% 一

合计 216,086,402 1.29% 一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9,000,000 0.05%

2019/1/7～

2019/1/8

1.90-1.93 2019/1/9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162,322,750 0.96%

2019/9/23～

2019/12/19

1.70-1.86 2019/8/29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2,531,200 0.0150%

2019/12/24～

2019/12/25

1.68-1.72 2019/12/27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原因

大新华航空有限公司

不超过：168,

061,203股

不超过：

1%

竞价交易

减持，不

超过：168,

061,203股

2020/2/10～

2020/5/8

按市场价

格

其他方式取

得

偿还金融机

构借款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以股东的实际资金情况为依据，若减持期间内，股东的实际资金情况、二级市场

股票价格走势等发生较大变化，则存在减持计划无法如期、如量实施的风险。

(一)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二)其他风险提示

本减持计划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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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章制度、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情况。相关股东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实施减持，海航控股将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9日

证券代码：603800� � � �证券简称：道森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1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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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1月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相城区太平街道兴太路道森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普通股股东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0,400,0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40,400,0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500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7.500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舒志高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

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９人，出席7人，董事长舒志高先生和董事乔罗刚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３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骋出席会议，高管庄会涛先生、裘伟斌先生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400,000 100 0 0 0 0

其中：A股 140,400,000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400,000 100 0 0 0 0

其中：A股 140,400,000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0,400,000 100 0 0 0 0

其中：A股 140,400,000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２

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

4,680,000 100 0 0 0 0

３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暨

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680,000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２、议案３为单独统计中小股东投票结果的议案，投票情况见“（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

的表决情况” 。

该两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诚品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菊、殷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 召集人的资格、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道森钻采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9日

●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601808� � � �公告编号：临2020-001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和解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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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达成和解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COSL� Offshore� Management� AS作为原告、上诉人和被上诉人

● 涉案的金额：根据和解协议，Equinor�向COM�支付1.88亿美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一、基本情况

（一）与钻井平台COSLInnovator相关的纠纷

2016年3月，挪威国家石油公司（Statoil� Petroleum� AS，以下简称“Statoil” ）终止了其与中海油田服务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的挪威子公司 COSL� Drilling� Europe� AS（以下简称

“CDE” ） 签署的编号为2001150的作业合同 （无日费补偿）， 此作业合同由CDE拥有的钻井平台

COSLInnovator执行。

挪威当地时间2016年12月14日，COSL� Offshore� Management� AS（以下简称“COM” ，一家CDE的子

公司）作为原告，通过诉讼代理人WIKBORG,� REIN� &� CO.� ADVOKATFIRMA� DA（一家总部位于挪

威的国际律师事务所）对Statoil向挪威Oslo� District� Court（“奥斯陆地区法院” ）递交起诉书。

奥斯陆地区法院于挪威时间2018年5月15日作出判决，判决COM胜诉，确认Statoil终止合同不合法，该

钻井平台是按规定和规章建造，符合所有适用的规章制度，COM因此符合合同规定的合同义务。法院基于

COM提出的其次的诉求判决COM胜诉，即虽然认定Statoil终止该合同的行为不合法，但COM其次诉求中

Statoil取消合同的行为仍然是有效的。 根据该判决，Statoil被命令向COM支付其尚未支付的该合同项下的

取消费用。法院判决诉讼双方须支付各自诉讼费用。诉讼双方可在该判决结果的法律通知送达之日起一个

月内就该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018年6月14日，Equinor� Energy� AS（Statoil� 更名后名称，以下简称“Equinor” ）已向挪威上诉法院

Borgarting� Court� of� Appeal�提起上诉。2018年6月14日，COM�随后也对Equinor取消合同合法这项判决提

起独立上诉。

（二）与钻井平台COSLPromoter相关的纠纷

2016年3月，Statoil暂停并之后恢复了其与CDE签署的合同编号为2001151的作业合同项下的作业，此作

业合同由CDE�拥有的钻井平台 COSLPromoter�执行。

挪威当地时间 2017年 1月 20日 ，COM� 作为原告 ， 通过诉讼代理人 WIKBORG� REIN�

ADVOKATFIRMA� AS对 Statoil�向挪威奥斯陆地区法院递交起诉书。证据开示及开庭程序尚未进行。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6年3月7日、2016年3月21日、2016年12月15日、2017年1月21日、2018

年5月16日和2018年6月16日发布的《关于两份作业合同有关情况的公告》（临2016-002）、《关于两份作业

合同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16-003）、《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临2016-043）、《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临2017-003）、《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公告》（临2018-021）和《关于诉讼事项进展公告》（临2018-028）。

二、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COM与Equinor就钻井平台COSLInnovator及COSLPromoter上述相关的纠纷已达成庭外和解并签署

和解协议，Equinor将向COM支付1.88亿美元，COM与Equinor亦同意签署一项有助于巩固双方合作关系的

框架协议，双方向法院提交联合诉状要求撤销案件（诉讼费用自担）。截至本公告日，双方已向法院联合提

交了撤诉申请。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当公司确定相关经济利益基本肯定可以流入时，会进行相应确认处理。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目录

和解协议。

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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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泰达能源提供5,000万元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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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达能源” ）向天津滨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海农商行” ）申请

融资5,000万元，期限一年，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相关担保额度审议情况

经公司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4月22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

会议、9月26日召开的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和9月29日召开的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公司2019年

度为泰达能源提供担保的额度为293,000万元。 本次担保前公司为泰达能源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39,000万

元，本次担保后的余额为144,000万元，泰达能源可用担保额度为149,00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单位名称：天津泰达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99年5月31日

3.�注册地点：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万象路187号

4.�法定代表人：马剑

5.�注册资本：25,196万元整

6.�主营业务：石油地质勘查服务、煤炭地质勘查服务、天然气地质勘查服务；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沥青

油零售，百货、服装、文化体育用品、日用杂品、五金、交电、木材、建筑材料、塑料制品、家具、金属材料、焦炭

批发兼零售；物流策划；货物进出口；汽油、煤油、柴油批发；苯、粗苯、邻二甲苯、间二甲苯、对二甲苯、甲基

叔丁基醚、氢氧化钠、均三甲苯、均四甲苯、溶剂油[闭杯闪点≤60℃]、氢氧化钠溶液[含量≥30%]、石脑油、

戊烷、石油醚、正辛烷、异辛烷、壬烷及其异构体、正癸烷、甲醇、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铝粉、汽油、煤油、柴

油[闭杯闪点≤60℃]无储存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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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股权结构图

（二）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11月30日

资产总额 417,811.10 454,423.26

负债总额 391,734.37 426,912.90

流动负债总额 391,470.13 426,648.66

银行贷款总额 52,000.00 59,000.00

净资产 26,076.73 27,510.36

- 2018年度 2019年1~11月

营业收入 1,674,098.83 1,338,003.44

利润总额 3,159.07 1,971.55

净利润 2,306.56 1,433.63

注：2018年度数据经审计，其他数据未经审计。

（三）截至目前，泰达能源不存在抵押、担保、诉讼和仲裁等或有事项。

（四）泰达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滨海农商行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的融资金额、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

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申请执行费、律师费、办案费、公告费、评估费、鉴定费、

拍卖费、差旅费、电讯费、处置费、过户费等）以及其他所有债务人应付费用。

（二）担保金额：5,000万元。

（三）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期间：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该笔担保使用的担保额度有效期限将在泰达股份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届满， 担保额度的审批

需重新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五）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邹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中润华隆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润华隆” ）和邹凌提供保证式反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以保证资金需求，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促进其业务发展。根据被担保人泰达能源资产质量等，董事会认为担保风险可

控。泰达能源的其他股东邹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中润华隆和邹凌提供保证式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一）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已审批2019年度担保额度内，担保总额度仍为136.00亿元。

（二）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95.46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总

额的237.94%。

（三）公司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保责任的情况。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三）《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四）《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月9日

（上接B6版）

注：根据中直有限股东会于2019年10月10日作出的有关其存续分立的决议以及经审议通过的分立方案等文件，中直有限通过其存续分立新设公司天津滨江，上表为中直有限

分立前的财务数据

（四）哈飞集团最近三年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31日

2017年

12月31日

2016年

12月31日

货币资金 108,353.31 65,465.15 56,929.95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18 - -

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110,795.21 53,953.46 126,913.50

预付款项 8,961.67 9,093.11 14,923.91

其他应收款 16,828.20 2,032.83 11,479.66

存货 216,338.57 158,168.93 180,791.78

其他流动资产 510.42 13,150.54 11,512.72

流动资产合计 461,791.56 301,864.02 402,551.52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138,804.01 173,014.95 234,211.76

长期股权投资 9,506.48 9,564.21 9,477.90

投资性房地产 8,027.87 10,649.07 11,590.65

固定资产 153,461.20 150,941.65 140,903.52

在建工程 22,394.16 44,290.17 43,655.42

无形资产 37,814.32 36,247.94 34,370.20

长期待摊费用 5.50 11.00 16.50

递延所得税资产 2.94 4.70 2.34

非流动资产合计 370,016.49 424,723.68 474,228.30

资产总计 831,808.05 726,587.71 876,779.82

短期借款 17,000.00 21,518.00 21,518.00

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150,079.91 122,810.74 175,425.88

预收款项 206,716.90 42,330.47 109,682.61

应付职工薪酬 3,805.48 4,463.54 4,659.98

应交税费 851.69 4,163.90 868.58

应付利息 - - 303.98

其他应付款 30,377.73 34,271.35 42,824.7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52,274.80 9,143.49 9,769.95

流动负债合计 461,106.51 238,701.50 365,053.70

长期借款 98,825.46 177,737.17 172,874.83

长期应付款 51,823.17 62,241.41 -

专项应付款 - - 71,087.81

预计负债 10,041.16 10,041.16 9,092.12

递延收益 1,075.34 890.57 1,023.41

递延所得税负债 11,332.38 16,404.02 22,749.50

其他非流动负债 73,231.87 60,050.87 68,245.56

非流动负债合计 246,329.37 327,365.20 345,073.24

负债合计 707,435.89 566,066.70 710,126.94

实收资本 108,402.90 108,402.90 108,402.90

资本公积 71,689.91 71,689.91 68,689.91

其他综合收益 64,328.39 93,067.69 129,024.25

专项储备 5,811.67 5,047.27 4,377.99

盈余公积 - - -

未分配利润 -153,172.15 -144,068.68 -172,072.3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97,060.73 134,139.09 138,422.69

少数股东权益 27,311.44 26,381.91 28,230.19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4,372.16 160,521.00 166,652.88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31,808.05 726,587.71 876,779.82

注：根据哈飞集团股东会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有关其存续分立的决议以及经审议通过的分立方案等文件，哈飞集团通过其存续分立新设公司哈尔滨哈飞企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上表为哈飞集团分立前的财务数据

2、合并利润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营业总收入 388,602.52 335,817.91 486,252.13

其中：营业收入 388,602.52 335,817.91 486,252.13

营业总成本 389,133.62 357,679.73 490,176.47

其中：营业成本 350,779.81 305,434.33 432,415.78

营业税金及附加 1,010.82 1,101.47 689.71

销售费用 2,527.11 186.61 348.40

管理费用 12,873.02 18,907.01 46,124.06

研发费用 18,024.00 28,762.70 -

财务费用 5,522.14 8,266.09 6,920.13

资产减值损失 -1,603.29 -4,978.47 3,678.38

信用减值损失 - - -

加：其他收益 713.98 19,851.88 -

投资收益 975.97 30,249.71 1,429.90

资产处置收益 243.15 -147.60 162.14

营业利润 1,402.00 28,092.17 -2,332.30

加：营业外收入 424.34 313.35 5,104.73

减：营业外支出 - 1.20 1.06

利润总额 1,826.34 28,404.32 2,771.38

减：所得税费用 -481.72 1,439.91 357.72

净利润 2,308.05 26,964.41 2,413.6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78.53 28,812.69 7,282.87

少数股东损益 929.53 -1,848.28 -4,869.22

注：根据哈飞集团股东会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有关其存续分立的决议以及经审议通过的分立方案等文件，哈飞集团通过其存续分立新设公司哈尔滨哈飞企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上表为哈飞集团分立前的财务数据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490,992.54 334,919.12 105,550.48

收到的税费返还 15,272.34 1,907.70 682.16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69,802.28 103,211.40 109,727.50

现金流入小计 576,067.15 440,038.22 215,960.1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359,254.18 317,269.56 183,119.48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36,478.74 30,541.06 32,365.44

支付的各项税费 2,409.16 1,698.96 1,117.0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5,464.44 97,468.29 85,478.08

现金流出小计 473,606.52 446,977.88 302,080.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2,460.63 -6,939.66 -86,119.8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6.32 20,660.02 -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993.12 30,164.56 1,354.37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收回的现金净额 1,940.19 151.59 25.20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11 - -

现金流入小计 2,943.75 50,976.17 1,379.56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5,866.08 31,682.62 28,619.21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0.78 0.17 -

现金流出小计 25,866.86 31,682.79 28,619.2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923.11 19,293.38 -27,239.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 - -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80,000.00 78,717.24 140,788.31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16 - -

现金流入小计 80,001.16 78,717.24 140,788.31

偿还债务所支付的现金 99,990.42 72,948.51 125,412.62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18,400.35 9,245.98 8,584.39

现金流出小计 118,390.76 82,194.49 133,997.02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8,389.60 -3,477.24 6,791.29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1,439.23 -341.28 434.1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2,587.16 8,535.20 -106,134.11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65,465.15 56,929.95 163,064.06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08,052.31 65,465.15 56,929.95

注：根据哈飞集团股东会于2019年10月28日作出的有关其存续分立的决议以及经审议通过的分立方案等文件，哈飞集团通过其存续分立新设公司哈尔滨哈飞企业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上表为哈飞集团分立前的财务数据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一一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的披露要求，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

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其他应当披露重大事项，也不存在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收购人提供的其它信息。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况，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提供相关文件。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工商营业执照；

2、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

3、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的有关内部决议；

4、收购人就本次收购开始接触的时间、进入实质性洽谈阶段的具体情况说明；

5、收购人与航空工业集团、天保投资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书》；

6、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24个月内与中直股份之间重大交易情况的说明；

7、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8、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名单及关于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9、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买卖上市公司、收购人股票的自查报告；

10、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关于买卖上市公司、收购人股票的自查报告；

11、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及符合《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12、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三年审计报告；

1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直股份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14、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直股份收购报告书》的法律意见书。

二、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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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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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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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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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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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顾问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内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相应的责任。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杨朴 罗翔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

沈如军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2019年12月2日

律师声明

本人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已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对收购报告书的内容进行核查和验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此承担

相应的责任。

事务所负责人：

赵洋

经办律师：

邓盛 邓晴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019年12月2日

附表：收购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股票简称 中直股份 股票代码 600038.SH

收购人名称 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西环南

路26号院27号楼2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持股5%以上

是 √

否 □

除中直股份外， 航空工业集团对27家上市公

司持股5%以上。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内、 外两个以上上市

公司的控制权

是 √

否 □

收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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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注明）

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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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A股

持股数量及比例：收购人直接持有上市公司38,652,55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6.56%；收购人全资子公司哈航集团直接持有上

市公司166,270,802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8.21%； 收购人直接及间接持有上市公司204,923,360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34.77%。

此外，收购人一致行动人中直有限直接持有上市公司75,350,39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2.78%，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哈飞集

团直接持有上市公司19,186,952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25%，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天津滨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35,368,603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00%。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334,836,484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56.80%。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流通A股

变动数量：94,537,350股

变动比例：16.03%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 否 □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是 □ 否 √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12个月内继

续增持

是 □ 否 √

收购人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2019年7月11日，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哈飞集团将持有的17,684,300股上市公司的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换购富国中证龙

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份额，2019年7月16日实施完毕。除此之上述情况外，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收购事实发生

之日起前6个月内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中直股份股票的情况。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情形

是 □ 否 √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

要求的文件

是 √ 否 □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不适用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 否 □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 否 □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及批准

进展情况

是 √ 否 □

注：本次收购尚需中航科工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以及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对上市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相关股

份的表决权

是 □ 否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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