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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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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中天金融，证券代码：

000540） 于 2020年 2月 17日、2月 18日、2月 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 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询问了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经核查，公司未发现公共媒体报道了其他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

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公司按照疫情防控的有关要求，认真落实各项疫情防控工作，强化各项安全措施，

已逐步复工。 目前公司正在根据政府相关要求进行全面复工前的准备工作。 除此之外，公司

其他经营情况正常。

（四）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五）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

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

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经过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二）目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公司地产项目全面复工尚存不确定性。

（三）在疫情期间，公司虽然加大了线上销售力度，扩大线上销售范围，但是地产项目现

场销售活动受到一定影响，公司一季度销售业绩尚存不确定性。

（四）目前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相关审计工作正在进行中，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公司未公开的定期业绩信息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外的第三方

提供。

（五）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公告为

准。

（六）公司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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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费收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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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月 31 日经

由本公司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

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获得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人民币 52,507 百万元、 人民币

4,888百万元及人民币 34,462百万元。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机动车辆险 27,188

意外伤害及健康险 11,545

农险 3,403

责任险 3,561

企业财产险 2,482

信用保证险 1,653

货运险 395

其他险种 2,280

合计 52,507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长险首年 1,486

趸交 542

期交首年 944

期交续期 902

短期险 2,500

合计 4,888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期间原保险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长险首年 20,466

趸交 11,549

期交首年 8,917

期交续期 13,596

短期险 400

合计 34,462

上述资料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及未经本公司审计委员会审阅，提请

投资者注意。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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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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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总经理

马剑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79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029%；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纪刚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24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83%；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贾渊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7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5529%。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 2020年 2月 19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时间区间届满，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董

事、 总经理马剑秋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

84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141%，本次减持后，马剑秋先生持有公司 5,948,500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6888%；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纪刚先生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1158%，本次减持后，纪刚先生持有

公司 6,24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7225%；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贾渊先生通过

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7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76%，本次减持后，贾渊先生持有公司 4,10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753%。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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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剑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7,798,000 0.9029%

IPO前取得：3,9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898,000

股

纪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7,240,000 0.8383%

IPO前取得：3,9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340,000

股

贾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4,775,000 0.5529%

IPO前取得：975,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3,80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

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马剑秋

1,849,

500

0.2141

%

2019/8/30～

2020/2/19

集中竞

价交易

86.00 －

203.00

223,930,

551.00

未 完 成 ：

100,000

股

5,948,500

0.6888

%

纪刚

1,000,

000

0.1158

%

2019/8/30～

2020/2/17

集中竞

价交易

88.06 －

193.00

110,562,

028.57

已完成 6,240,000

0.7225

%

贾渊 670,000

0.0776

%

2019/8/30～

2020/2/17

集中竞

价交易

86.71 －

194.11

104,128,

188.08

未完成：5,

000股

4,105,000

0.4753

%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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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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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交易于 2020 年 02 月 17 日、

2020年 02月 18日、2020年 02月 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发函询问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 2020 年 02 月 17 日、2020 年 02 月 18 日、2020 年 02 月 19 日连续三个交

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征询了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

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为三氯氢硅、高纯四氯化硅、氢氧化钾、硫酸钾，目前主要产品尚无电子

级三氯氢硅。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孙任靖先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确认不存在涉及上市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

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公司未发现其他有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在上述股票异常交易期间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 2020 年 02 月 17 日、2020 年 02 月 18 日及 2020 年 02 月 19 日连续三个交易

日内收盘价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波动幅度较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

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

关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唐山三孚硅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0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2589�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0-010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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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权玉华

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权玉华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关专门委员会职务，

辞职后其本人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鉴于权玉华女士的辞职将使公司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

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权玉华

女士的辞职申请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后生效。在此期间，权玉华女士将继

续履行其独立董事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独立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权玉华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2月 20日

证券代码：000716� � �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20-006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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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2月 19日召开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借款情况概述

因公司 2019 年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玉林分行 （以下简称 “工行玉林分

行” ）的借款已陆续到期，现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情况，拟继续向工行玉林

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20,000万元人民币（下同）、期限为 1年期的流动资金借款，借款用途

为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资金周转需求，包括但不限于支付原材料、产品采购款、广告费、营销费

及其他经营业务费用等； 由公司以自有资产或由第三方提供资产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具体的担保在办理借款时根据借款银行的要求提供。

上述借款已取得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区分行的授信，董事会同意公司向工

行玉林分行申请上述借款，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经营需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借款金额

和借款时间，并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借款文件。

本次申请的借款金额为公司最近一期（2018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7.33%。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申请借款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

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有利于扩大经营业务、提高经营效益，进一步促使公司持

续、稳定、健康地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对公司不存在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

公司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经营状况良好，具备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借款申请不会对公司带来

重大财务风险。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本次拟向工行玉林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总额度

不超过 20,000 万元，是为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周转需求，申请流动资金借款必要性

充分、用途合法合规，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公司董事会共九名

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了本议案，我们认可董事会对本议案的表决结果。

四、其他

公司申请上述银行流动资金借款金额，最终以与银行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具体使用将

在银行的批准范围内根据经营的实际需求确定。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借款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办理借款事宜，并及时向董

事会汇报。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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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2月 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 ），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年 2月 13日以书面直接送达、传真或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九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九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参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

表决，形成了会议决议，现公告如下：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向银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次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玉林分行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20,

000 万元人民币（下同）、期限为一年期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以自有资产或由第三方提供

资产为本次借款提供抵押担保；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确定借款金额和借款时

间，并代表公司与银行签署相关借款文件。

根据有关规定本事项决策权限在董事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由公司为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时时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申请额度分别为 5,000 万元、3,000 万元， 期限

为一年期的借款授信提供担保；同意由公司为湖北京和米业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京

山支行申请额度为 3,000万元的应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 董事会授权董事长与相关借款

银行签署相关的担保文件。

根据有关规定本事项决策权限在董事会，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详情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登载的相关公告内容。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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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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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被担保人名称及担保金额：公司本次拟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1,000 万

元人民币（下同），被担保人的名称及金额为：

1、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南方黑芝麻” ），公司本次拟为其

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

2、上海时时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时时惠” ），公司本次拟为其提供的担

保额度不超过 3,000万元；

3、湖北京和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京和米业” ），公司本次拟为其提供的担保额

度不超过 3,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湖北京和米业的其他股东何念先生、何平高先生（合计持有该

公司 49%的股权）以其个人及家庭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方式为湖北京和米业的上述额度

借款按其持股权益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余额及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合计

为 61,673.6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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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属下控股子公司广西南方黑芝麻、全

资孙公司上海时时惠根据 2020年经营目标和应对突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营的不利影

响，为确保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拟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以下简称

“交行广西区分行” ）申请总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其中：广西南方黑芝麻

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不超过 5,000 万元，上海时时惠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不超过 3,000 万元，授信

品种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国内快捷保理买方保理额度、银行承兑汇票等，授信期限单笔最长

不超过 12个月；属下控股孙公司湖北京和米业为应对疫情影响保证生产经营，保证疫情期间

的应急粮食供应，拟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京山市支行（以下简称“农发行京山支行” ）申请总

额度为 3,000万元、期限为一年期的应急流动资金借款。

为此，广西南方黑芝麻、上海时时惠、湖北京和米业申请本公司为其上述银行借款授信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2月 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一次临时会议，审议并以

全票通过了《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广西南方黑芝麻、上海时

时惠分别向交行广西区分行申请额度为 5,000 万元和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同意

公司为湖北京和米业向农发行京山支行申请总额度为 3,000万元的应急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

保；同时授权董事长韦清文先生审批在以上额度之内的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在董事会审议本担保事项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召开董事会时，独立董事就

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担保事项审批权限

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广西南方黑芝麻公司为公司持股 99.95%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广西南方黑芝麻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9002005206926

3、注册地址：广西容县容州镇侨乡大道 8号

4、成立日期：1999年 08月 13日

5、法定代表人：刘辉

6、注册资本：5,652万元

7、经营范围：饮料（固体饮料类）、方便食品（其他方便食品）、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研

磨加工品）、炒货食品及坚果制品（烘炒类）的生产、销售。

8、股东及持股情况：本公司出资 5649万元（99.95%），容县南山阁经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1万（0.0177%）、南宁市智感电子有限公司出资 1 万（0.0177%）、南宁市冠四海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出资 1万（0.0177%）

9、广西南方黑芝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广西南方黑芝麻最新的信用等级状况：AA+

11、广西南方黑芝麻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如下：

资产状况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总资产（元） 1,217,015,936.37 1,400,922,406.50

负债总额(元） 398,996,875.06 541,313,889.85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58,999,700.00 336,2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397,797,437.06 540,694,619.85

净资产（元） 818,019,061.31 859,608,516.65

经营情况

项目 2018年 1-12月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元） 440,493,239.12 305,240,521.22

利润总额（元） 90,639,549.18 60,876,972.66

净利润（元） 89,308,525.69 60,970,657.27

（二）上海时时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时时惠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基本情况

如下：

1、公司名称：上海时时惠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2、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82077545H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民生路 1403号 3006室

4、成立日期：2013年 11月 12日

5、法定代表人：杨泽

6、注册资本：9,000万元

7、经营范围：电子商务（不得从事金融业务），食品流通，日用百货、服装服饰、鞋帽、皮具

制品、家用电器、箱包、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电子产品、数码产品、食用农产品、化工原料及产

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的销售，医疗器械经营，展览

展示服务，礼仪服务，公关活动策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服务，设计、

制作、代理、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各类广告，演出经纪，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8、股东及持股情况：上海礼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00%持股。

9、上海时时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如下：

资产状况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总资产（元） 380,083,124.28 288,509,115.84

负债总额(元） 262,574,730.79 161,964,023.52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4,593,793.39 74,965,213.39

流动负债总额 262,574,730.79 161,964,023.52

净资产（元） 117,508,393.49 126,545,092.32

经营情况

项目 2018年 1-12月 2019年 1-9月

营业收入（元） 562,319,853.32 377,373,419.38

利润总额（元） 10,627,856.04 9,891,315.29

净利润（元） 7,738,850.30 7,495,923.13

（三）湖北京和米业有限公司

湖北京和米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我家庄园农业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其基本情

况如下：

该公司主要从事优质稻谷推广种植、收购加工、大米销售的全产业链经营企业，是湖北省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湖北省首家申请并通过“天然富硒米” 企业质量标准的企业，是

县（市）级储备粮储备单位；同时经湖北省粮食局、省财政局专家组考核、评审，于 2018 年 12

月 4日新增为湖北省省级商品粮动态储备单位。

1、公司名称：湖北京和米业有限公司

2、注册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82170693047X8

3、注册地址：京山市雁门口镇（107省道 108公里处）富硒稻米产业园

4、法定代表人：李文杰

5、注册资本：6,122.449万元

6、经营范围：粮油收购、加工、销售；农副产品购销；预包装食品批发零售；仓储服务（不含

危化品）；进出口贸易；农作物种植。

7、股东及持股情况：湖北京和米业目前有三个股东，其中本公司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荆

门市我家庄园农业有限公司持股 51%，自然人股东何念先生持股 40.83%，自然人股东何平高

先生持股 8.17%。

8、信用等级状况：农发行 AA，农商行 AA�级；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

财务状况

项目 2018年 12月 31日 2019年 9月 30日

资产总额（元） 361,696,564.14 350,777,282.58

负债总额（元） 236,595,747.66 224,729,216.09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65,000,000.00 135,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200,237,197.77 167,489,518.73

净资产（元） 125,100,816.48 126,048,066.49

经营情况

项目 2018年 1月一 12月 2019年 9月

营业收入（元） 560,255,334.06 513,186,765.55

利润总额（元） 977,253.72 2,226,406.31

净利润（元） 1,046,999.99 947,250.01

注：以上各公司 2018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9年 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提供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担保总额为

拟申请的借款金额，具体担保内容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保证期间：单笔借款不超过一年期（自放款之日起至借款到期日止，具体时间以公司与

出借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3、担保额度：本次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1,000万元，其中：为广西南方黑芝麻提供的

担保额度不超过 5,000万元，为上海时时惠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为湖北京和米

业提供的担保额度不超过 3,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同意广西南方黑芝麻、 上海时时惠向交行广西区分行申请总额度合计不超过 8,

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授信期限单笔最长不超过 12个月，授信品种为电子商业承兑汇票、国内

快捷保理买方保理额度、银行承兑汇票等；同意湖北京和米业向农发行京山支行申请总额度

不超过 3,000万元的应急流动资金借款；同意由公司对广西南方黑芝麻、上海时时惠和湖北京

和米业申请的前述银行借款授信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 是根据各被担保对象 2020 年经营目标和应对突发的新

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营的不利影响筹措资金。 鉴于被担保对象广西南方黑芝麻为公司绝对控

股（持股 99.95%）的子公司、上海时时惠为全资孙公司、湖北京和米业为控股孙公司（持股

51%），均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主体，有别于其他一般对外担保。 各被担保对象经营稳定，具有

实际债务偿还能力，同时湖北京和米业的其他股东何念先生、何平高先生（合计持股 49%）以

其个人及家庭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的方式为湖北京和米业的上述额度借款按其持股权益

向本公司提供反担保，因此，公司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对公司和股东无不利影响，也不违反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事项的审批权限在董事会，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加上本次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 80,74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 29.5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61,673.6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22.60%；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 0 万元；

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为零、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均

为零。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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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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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2月 19日下午 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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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0 年 2 月

19 日 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2月 1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号民生金融中心 C座 4层第 5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明海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及《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0年 2月 7日，公司股东合计 43,726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5 名，代表股份 3,726,400,125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139%，其中：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8 名，代表股份 3,705,315,70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71.3082%。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名，代表股份 21,084,4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405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计 9 名，代表股份 24,346,

5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8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出售资产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增补赵岩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对上述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序号和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一、关于公司境外

全资子公司出售

资产的议案

出席会议

所有

有表决权

股东

3,726,307,

925

99.9975 92,200 0.0025 0 0

通过

其中，中小

投资者表

决情况

24,254,313 99.6213 92,200 0.3787 0 0

二、关于增补赵岩

为公司第九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出席会议

所有

有表决权

股东

3,724,932,

524

99.9606 1,467,501 0.0393 100 0.0001

通过

其中，中小

投资者表

决情况

22,878,912 93.9720 1,467,501 6.0276 100 0.000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黄小雨、杨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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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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