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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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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 2020年 1月 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有关会

议通知和材料， 于 2020年 1月 17日以通讯表决形式完成一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并形成决议。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0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10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规定。 根据表决结果，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信银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10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的议案

1.�给予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李庆萍董事长、曹国强董事因与该项议案中本项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需回避表决，

本表决事项的有效表决票数为 8票。

表决结果：赞成 8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2.�给予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黄芳董事因与该项议案中本项表决事项存在利害关系，需回避表决，本表决事项的有效

表决票数为 9票。

表决结果：赞成 9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3.给予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表决结果：赞成 10票 反对 0票 弃权 0票

经审议， 本行董事会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17.3亿元人民币，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 15.8 亿元人民币，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

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31.2

亿元人民币，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 31.2亿元人民币，纳入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关

联授信限额管理；同意给予中国银保监会监管口径下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 26.11 亿

元人民币，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 25亿元人民币，纳入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

信限额管理。

本次关联授信所涉及的中信集团、 新湖中宝及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请见附件

1。

本行独立董事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请见附件 2。

特此公告。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18日

附件 1：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

给予关联方企业授信额度议案项下授信交易所涉及的中信集团、 新湖中宝和保利集团

关联方企业具体情况如下：

1.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持有 50%

股权的合营企业。 公司注册资本为 23.6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 1

号环球金融中心办公楼东楼 16 层 01-16 号单元及 5 层 07-10 号单元，法定代表人为黎康忠

（NICOLAOS� ANDREAS� NICANDROU）。公司经营范围包括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

立分公司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法定保险业务除外）：（1）人寿保险、健康保

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2）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974.5 亿元人民币；2019 年 1-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177.9亿元人民币，净利润 8.5亿元人民币。

2.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山水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间接

持有股权，实际控制人是袁俊山。 公司注册资本为 39,378.15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封丘县

工业路与工业三路交叉口产业集聚区创业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为初晓。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

生态修复、环境治理、水污染治理、水土保持、湿地保护与建设、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流域治

理与保护、生态景观建设、生态环境规划设计；苗木的研发、种植、销售；城市建筑物、绿地街

景照明施工；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养护；园林设施及设备安装；园林绿化技术咨询、信息服务；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水利

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环保产品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水污染技术开发、重金属污染土壤技术

开发；劳务分包；环保工程；河湖整治工程；金属、木材、石材、石膏雕塑制作与安装；大气污染

治理；噪声、光污柒治理；辐射污染治理服务；固体废弃物处理。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

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20.74 亿元人民币，2019 年 1-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2.81亿元人民币，因原有 PPP项目变更为 EPC 项目进行产值重新计量导致营业收入

下降、企业架构及薪酬管理办法的优化导致管理费用增加等原因，净利润为 -0.11 亿元人民

币。

3.南宁国泰保安押运有限公司

南宁国泰保安押运有限公司由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中信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 1,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南宁市江南区石柱岭一路 11-1号

翠岭居地下室菜市场 D01、D02号商铺，法定代表人为运治林。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武装守护押

运、保管、门卫、巡逻、随身护卫、安全检查、安全技术防范、安全风险评估（以上项目凭保安服

务许可证经营）；计算机软硬件、金融设备、办公设备、税控设备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及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业务

流程外包、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知识流程外包；电子设备维护保养；规划设计管理；销

售：通讯设备、安防设备、计算机软硬件；网络综合布线（凭资质证经营）；保洁服务，园林绿化

服务；水电维修（凭资质证经营）；家政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安防技术的研究开发、技术服

务；经营劳务派遣业务（具体项目以审批部门批准为准）；汽车租赁、电子设备租赁。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6,008 万元人民币，2019 年 1-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6,736万元人民币，净利润 897万元人民币。

4.海南中信城市开发运营有限公司

海南中信城市开发运营有限公司是中信城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实际控

制人是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 3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海南省琼海市博

鳌镇排园桥南边（博鳌千舟湾 A3 幢 1 层），法定代表人为刘星。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旅游项

目、房地产、农业综合、高科技产业、海洋生物开发与经营；公路、桥梁、港口等基础设施开发

及经营；宾馆、酒店、高尔夫球场的投资；教育科研开发；建材、装饰材料、旅游用品、农副土特

产品。（一般经营项目自主经营，许可经营项目凭相关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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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 2019 年 9 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10.02 亿元人民币，2019 年 1-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0.18亿元人民币， 因公司原为房地产项目公司， 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售罄且无新项

目，新增的代建管理业务尚未产生销售收入，因此净利润为 -0.05亿元人民币。

5.上海亚龙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亚龙古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上海新湖城市开发有

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 公司注册资本为 32,000万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上海市黄浦区中华路

1600号 7楼 01-04单元，法定代表人为冯希蒙。 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

理、房地产信息咨询、建筑材料、电线电缆、五金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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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截至 2019年 9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168.59 亿元人民币，因黄浦项目尚处于拆

迁阶段，2019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 -141万元人民币。

6.北京兴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兴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北京建工地产有限

责任公司分别持有 50%股权。公司注册资本为 18亿元人民币，注册地址为北京市大兴区庞各

庄镇瓜乡路 10号 3号楼一层 1067室， 法定代表人为张兴辉。 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房地产开发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

活动。 ）

截至 2019年 12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33.99 亿元人民币，因公司项目尚处于前

期开发阶段，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为零，净利润 -125万元人民币。

7.黑龙江保利澳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黑龙江保利澳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由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保利置业集团黑龙

江有限公司间接持有股权，实际控制人为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本为 1亿元人

民币，注册地址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松北区怡园路 8号，法定代表人为刘雨。公司经营范围为

房地产开发（在经建筑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并取得资质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 2019年 12月末（未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25.56 亿元人民币，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0.91亿元人民币，因公司 2019年预收账款结转收入较少，净利润为 -1.53亿元人民币。

附件 2：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函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银行” ）拟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口

径下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集团” ）关联方企业提供 17.3 亿元人民币授信，根

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 15.8亿元人民币， 纳入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

理；拟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口径下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新湖中

宝” ）关联方企业提供 31.2亿元人民币授信，根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 31.2 亿元人民

币，纳入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拟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口

径下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保利集团” ）关联方企业提供 26.11 亿元人民币授信，根

据监管规定占用关联授信额度 25亿元人民币，纳入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关联授信限额管理。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本着客观、公正原则，事

前认真审阅并认可了相关议案及文件，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一、中信银行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新

湖中宝关联方企业、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 在该议案提交董事会会

议审议前，基于中信银行信用审批委员会审查意见，董事会审计与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

了相关议案，我们作为中信银行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予以认可。 董事会会议在审议与本次关

联交易有关的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程序及决议合法、有效。

二、中信银行向中信集团关联方企业、新湖中宝关联方企业、保利集团关联方企业进行

上述授信的相关议案，符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

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要求，符合《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

三、中信银行上述关联交易系依据市场定价原则和一般商业条款，于中信银行日常业务

过程中进行，包含利费率在内的定价等交易条件具有公允性，且符合中信银行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中信银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中信银行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

产生不利影响，也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何操、陈丽华、钱军、殷立基

2020年 1月 17日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2019 年第 4 季度报告提示性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旗下基金 2019 年

第 4季度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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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 2019年第 4季度报告涉及基金明细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主代码

1 圆信永丰双红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24

2 圆信永丰优加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736

3 圆信永丰兴融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073

4 圆信永丰兴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18

5 圆信永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32

6 圆信永丰丰润货币市场基金 004178

7 圆信永丰多策略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148

8 圆信永丰兴源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965

9 圆信永丰优享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8

10 圆信永丰汇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501051

11 圆信永丰双利优选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108

12 圆信永丰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34

13 圆信永丰优悦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59

14 圆信永丰兴瑞 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5436

15 圆信永丰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922

16 圆信永丰医药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74

17 圆信永丰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969

18 圆信永丰精选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564

上述基金 2019 年第 4 季度报告全文于 2020 年 1 月 18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gtsfund.

com.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07-0088）咨询。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圆信永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 1月 18日

兴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2020年春节假期前暂停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 1月 1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兴银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兴银现金增利

基金主代码 001937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2020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

通知》、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及《兴银现金

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兴银现金增利货

币市场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文件的规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日期

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0年 1月 22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0年 1月 22日

暂停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

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各代销机构（不含直销）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直销机构于 2020年 1月 23日起暂停接受本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2）在暂停申购期间，投资者提交的开户、赎回及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 本基金将自 2020

年 1月 31日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3）投资者在节假日前或节假日期间需要使用资金的，请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所需时间并

提前足够时间提出赎回申请。敬请投资人提前做好交易安排，避免因交易跨越假期原因带来不

便。

（4）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hffunds.cn）查阅相关信息披露文件，或拨打本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00-96326）以及各销售代理机构客户服务电话咨询、了解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

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兴银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 1月 18日

证券代码：002491� � � �证券简称：通鼎互联 公告编号：2020-004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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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股东或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股份数量（含本次）占其所持公司股

份数量比例超过 80%，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接到控股股东通

鼎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鼎集团” ）有关办理股权质押及解除股权质押的通知，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与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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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鼎

集团

是

10,500,

000

2.21% 0.83% 否 否 2020/1/16

至质权人申

请解除质押

为止

江 苏 苏

州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八 都

支行

生产

经营

（2）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通鼎集

团

是 10,500,000 2.21% 0.83% 2019/02/21 2020/1/16

江 苏 吴 江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八都支行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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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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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沈小

平

55,994,172 4.44% 48,708,988 48,708,988 86.99% 3.86% 41,995,629 84.71% 0 0.00%

通鼎

集团

474,475,921 37.61% 424,200,000 424,200,000 89.40% 33.63% 0 0.00% 0 0.00%

合计 530,470,093 42.05% 472,908,988 472,908,988 89.15% 37.49% 41,995,629 84.71% 0 0.00%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 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15,880.90 万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9.94%，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2.59%，对应融资余额 7.59亿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金；未来一年

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3,040.9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3.43%，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8.26%，对应融资余额 11.22亿元，还款来源为自筹资金。

（3）公司控股股东通鼎集团及实际控制人沈小平先生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产生实质性影

响。

（5）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名称：通鼎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吴江市八都镇经济开发区小平大道 8号

办公地点：吴江市八都镇经济开发区小平大道 8号

法定代表人：沈小平

注册资本：21968.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通信电缆、光缆及附件、铁路数字信号电缆及光缆、轨道交通用电缆及光缆、

宽带网附件、通信用高分子网状式柔性子管生产销售；光通信设备销售；废旧金属回收（危险

废物除外）；房地产开发（凭资质经营）；服装服饰销售；对实业投资；自有房屋租赁；有色金

属、塑料管材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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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及 2019 年 9 月 30 日主要财务数据和偿债能力指标见通鼎集团主要财务数据；

通鼎集团各类借款总余额 23.67 亿元，未来一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 15.83 亿元，其中，未

来半年内需偿付上述债务金额 8.78亿元。 最近一年未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及金额，

未存在主体和债项信用等级下调的情形，没有因债务问题涉及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目前通

鼎集团整体资产负债率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不存在偿债风险。

通鼎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报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总资产 1,382,098.08 1,426,330.40

总负债 799,573.44 864,949.10

营业收入 464,920.53 310,183.35

净利润 31141.77 4,257.8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9.03 20,029.04

资产负债率 57.85% 60.64%

流动比率 107.05% 99.79%

速动比率 88.07% 77.81%

现金 /流动负债比率 -0.04% 2.75%

（6）实际控制人：沈小平先生，男，中国国籍，住所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2001 年 10 月

至今任通鼎集团执行董事，2018年 2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沈小平先生持有通鼎集团 93.44%的

股权，是通鼎集团的实际控制人。 通鼎集团的主营业务情况、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和偿债能力指标详见本公告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沈小平先生个人资信状况

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其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

（7）本次股份质押融资资金的用途为自身生产经营，预计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8）公司控股股东通鼎集团股份质押高比例主要原因为自身资金需求，实际控制人沈小

平先生的股份质押高比例原因系为通鼎集团的贷款担保质押及自身的融资需求。 目前通鼎

集团及沈小平所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若后续出

现平仓风险，其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购回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

关注其股票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9）公司控股股东通鼎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担保等重大利益往来

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在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

告》、《关于公司 2019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9-021、2019-022、

2019-027），截至目前发生额均在审批范围内。 实际控制人沈小平先生最近一年又一期不涉

及与上市公司资金往来，不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000921� � �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2020-003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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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有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2020年 1月 17日(星期五)下午 3:00起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1 月 17 日 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1 月 17 日 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街道容港路 8号本公司总部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汤业国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51人、代表股份 180,531,002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13.25%。

其中：

（1）A股股东出席情况

A股股东（代理人）50人、代表股份 124,556,909股，占本公司内资股股份总数的 13.79%。

（2）H股股东出席情况

外资股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 55,974,093股，占本公司外资股股份总数的 12.18%。

上述出席的股东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59,118,920 股，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4.3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49人，代表股份 121,412,082 股，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8.91%。

此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德和衡

(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

作为关联股东须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所有普通决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审议表决情况如

下：

序号 普通决议案 股份类别

赞成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票数（股）

占有表

决权股

份的比

例(%)

票数

（股）

占有表决

权股份的

比例(%)

1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与海信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他关联方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

签订的《业务合作

框架协议》 以及在

该项协议下拟进行

的持续关联交易及

有关年度上限。

合计 180,185,002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与

会持股

5%以下股

东

180,185,002 100.00% 0 0.00% 0 0.00%

A股 124,556,909 100.00% 0 0.00% 0 0.00%

H股 55,628,093 100.00% 0 0.00%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2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与海信(香港 )有限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5日签订的 《代

理融资采购框架协

议》 以及在该项协

议下拟进行的持续

关联交易及有关年

度上限。

合计 180,185,002 99.98% 35,000 0.02% 0 0.00%

其中：与

会持股

5%以下股

东

180,185,002 99.98% 35,000 0.02% 0 0.00%

A股 124,556,909 100.00% 0 0.00% 0 0.00%

H股 55,628,093 99.94% 35,000 0.06%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3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与海信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签订的

《金融服务协议》

以及在该项协议下

拟进行的主要交易

及持续关联交易及

有关年度上限。

合计 125,088,117 69.29% 55,442,885 30.71% 0 0.00%

其中：与

会持股

5%以下股

东

125,088,117 69.29% 55,442,885 30.71% 0 0.00%

A股 99,927,693 80.23% 24,629,216 19.77% 0 0.00%

H股 25,160,424 44.95% 30,813,669 55.05%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4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

与青岛海信金融控

股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5 日签订

的《金融业务框架

协议》 以及在该项

协议下拟进行的持

续关联交易及有关

年度上限。

合计 179,685,002 99.92% 139,000 0.08% 0 0.00%

其中：与

会持股

5%以下股

东

179,685,002 99.92% 139,000 0.08% 0 0.00%

A股 124,556,909 100.00% 0 0.00% 0 0.00%

H股 55,128,093 99.75% 139,000 0.25% 0 0.00%

表决结果 通过

普通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第 13.39 条的要求， 本公司聘请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本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监票人。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华青春 高德刚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德和衡(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

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

规定。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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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 股公告 - 认购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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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17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公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

关于境内外同步披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17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

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理財產品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 2019�年第五次臨時會議以及 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已分別於 2019�年 6�月

21�日以及 2019�年 8�月 29�日審議批准了《關於本公司以自有閑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 同意本

公司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原則，使用自有閑置資金合

計不超過人民幣 90�億元委託商業銀行進行短期低風險投資理財。 現將進展情況公告如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11 日、2019 年 8 月 8 日、2019 年 8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2 日及

2020年 1月 15日之公告， 關於 2018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18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19 華

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

第四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六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第七份

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八份理財協議、2020 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及 2020 年華夏銀行第二份理

財協議，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空調營銷公司及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據此向華夏銀

行（作為發行人）以總認購金額人民幣 2,310,000,000 元（相當於約港幣 2,629,688,261 元註 1）認購理財

產品。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0 年 1 月 17 日，本公司（作為認購方）訂立 2020 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

以認購 2020華夏銀行第三項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 100,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 112,843,892元

註 2）。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各自項下的認購金額。

2020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條須予披露的交易。 然

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當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購金額合併計算時，該等華夏銀行理

財協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 25%。因此，該等華夏銀行理財

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 2019�年第五次臨時會議以及 2019� 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已分別

於 2019�年 6�月 21�日以及 2019�年 8�月 29�日審議批准了《關於本公司以自有閑置資金進行

委託理財的議案》， 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現金資

產收益為原則， 使用自有閑置資金合計不超過人民幣 90�億元委託商業銀行進行短期低風險

投資理財。 現將進展情況公告如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11 日、2019 年 8 月 8 日、2019 年 8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2日及 2020年 1月 15日之公告， 關於 2018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18 華夏銀行第二

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第

三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

第六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七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八份理財協議、2020 華夏銀

行第一份理財協議及 2020年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空

調營銷公司及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據此向華夏銀行（作為發行人）以總認購金額人民

幣 2,310,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 2,629,688,261元註 1）認購理財產品。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20 年 1 月 17 日，本公司（作為認購方）訂立 2020 華夏銀行第三份

理財協議以認購 2020華夏銀行第三項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 100,000,000 元（相當於約

港幣 112,843,892元註 2）。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各自項下的認購金額。 本次認購的

華夏銀行理財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2020�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0�年 1�月 17�日

(2)�產品名稱： 1639號增盈定制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華夏銀行作為發行人

(ii)�本公司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華夏銀行及其最終實益

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4)�產品類型： 封閉式非保本浮動收益型

(5)�產品風險評級： 穩健型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 100,000,000元 (相當於約港幣 112,843,892元註 2)

(7)�認購貨幣： 人民幣

(8)�投資期： 94�天

(9)�預期年化收益率： 4.10%

(10)�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華夏銀行理財產品投資範圍包括但不限於國債、 銀行存款、 債券回

購、債券遠期、金融債、央行票據，高信用級別的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中

期票據、資產支持證券、次級債等投資品，以及通過信託 /資管計劃投資於委託債

權、各類受（收）益權、應收賬款等其他投資品。

(11)�到期本金收益兌

付：

華夏銀行將於理財產品到期日當天一次性返還本公司理財本金及收益。

(12)�提前終止權： 本公司及華夏銀行雙方均有權提前終止相關華夏銀行理財產品。

認購之理由及益處

本公司認購銀行理財產品的審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託理財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認購

該等華夏銀行理財產品的款項來自本集團的自有閑置資金。 將該等閑置資金用於委託理財有

利於提升本集團自有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 而且不會對本集團的日常運作及主要業務發展以

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資者的權益有不良影響。 董事會認為認購該等華夏銀行理財產品乃按一般

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2020�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 條須予披露

的交易。 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 14.22�條，當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購金額合併計

算時，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

於 25%。 因此，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有關本公司及華夏銀行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冰箱、家用空調、中央空調、冷櫃、洗衣機、廚房電器等電器

產品的研發、製造和營銷業務。

華夏銀行

華夏銀行為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 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

註冊成立之持牌銀行，於上海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0015)。 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

事提供企業和個人服務、資金營運、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信託和融資租賃以及其他金融服務。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下文所載的涵義：

「2018 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8 年 10 月 24 日就認購 2018 華夏

銀行第一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7月 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8 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

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8 年 12 月 10 日就認購 2018 華夏銀行第

二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 華夏銀行第八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9年 8月 16 日就認購 2019 年華夏

銀行第八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8月 16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 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9年 7月 11 日就認購 2019 年華夏

銀行第五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7月 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 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9年 2月 20日就認購 2019 華夏銀

行第一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7月 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 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

協議」

指

空調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9年 7月 11 日就認購 2019 年華夏

銀行第四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7月 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 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9 年 3 月 7 日就認購 2019 年華夏

銀行第二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7月 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 華夏銀行第七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9 年 8 月 8 日就認購 2019 年華夏

銀行第七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年 8月 8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 華夏銀行第六份理財

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9 年 8 月 8 日就認購 2019 年華夏銀行第

六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8

月 8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 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

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19年 3月 14日就認購 2019 年華夏銀行第

三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19 年 7

月 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20 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20 年 1 月 2 日就認購 2020 年華夏

銀行第一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1月 2日之公告內披露；

「2020 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

協議」

「2020 華夏銀行第三份

理財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20年 1月 15 日就認購 2020 年華夏

銀行第二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

2020年 1月 15日之公告內披露；

本公司與華夏銀行於 2020年 1月 17 日就認購 2020 年華夏銀

行第三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0 華夏銀行第三項理財

產品」

指

根據 2020 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產品之主要

條款概述在本公告內；

「空調營銷公司」 指 本公司附屬公司青島海信空調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華夏銀行」 指

為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 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

銀行；

「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 指

2018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18 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

2019 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

2019 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

2019 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第六份理財協議、

2019 華夏銀行第七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第八份理財協議、

2020 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20 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及

2020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的統稱；

「該等華夏銀行理財產品」 指 根據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所認購的理財產品；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冰箱營銷公司」 指

廣東海信冰箱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 指 百分比。

註：

1. �此金額為按本公司 2019 年 7 月 11 日、2019 年 8 月 8 日、2019 年 8 月 16 日、2020 年 1

月 2日及 2020年 1月 15日公告內被使用的匯率由人民幣兌換成的港元金額之總和。 該兌換

僅作說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

其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2. �此金額已按人民幣計值的金額已按 0.88618 人民幣元兌 1 港元的匯率兌換為港元，僅

供說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

他匯率兌換，甚至可予兌換。

承董事會命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2020年 1月 1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湯業國先生、賈少謙先生、林瀾先生、代慧忠先生、費

立成先生及王雲利先生； 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金泉先生、 鐘耕深先生及張世杰先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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