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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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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

会秘书李冲先生申请辞去董事会秘书的报告，李冲先生因工作安排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

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李冲先生在公司担任其他管理职务。

李冲先生在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公司治理、信息披露、投资者

关系管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李冲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李冲先生的辞呈自送达董事会之

日起生效。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在未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之前，

公司指定暂由公司董事王渊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特此公告。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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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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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苏省宿迁市湖滨新区财政局发放的政

府补助资金共计人民币 800万元。根据《关于下达 2019年省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的通知》

【苏财教（2019）104 号】及其配套实施文件规定，由公司承担的“超薄液晶显示用多功能复

合膜片研发及产业化” 项目获批，项目获得省财政拨款资助经费 800 万元，此项政府补助与

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相关，未来是否持续发生存在不确定性。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

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

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不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

形成长期资产，故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共计 800万元，属于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直接计入其他收益。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获得的政府补助，预计将会增加公司 2020 年度利润总额共计人民币 800 万元（未

经审计）。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 2020�年度利润不会产生较大影响, 最终对公司 2020 年度全年利

润的影响以年度审计后确认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补助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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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 、“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0年 4月 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会议在会议召开三日前以书面通知的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会董事九名，实

参会董事九名。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如下议题：

（一）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李岩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潘刚

升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并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2019 年公司拟向控股

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集团” ）支付的担保费用总额为不

超过 7,300万元人民币。 2019年度，公司实际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为 1,575 万元，未超过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

为支持公司经营需要，保证公司顺利取得贷款，预计 2020 年公司支付给首开集团的担保

费为不超过 4,075万元。

预计 2020年需首开集团提供担保及收取担保费的情况如下：

（1）按已签订担保合同中 0.5%的费率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预计为 1,575万元。

（2）2020年预计新增的需由首开集团担保的贷款为不超过 50 亿元（包括借新还旧的部

分），按 0.5%的费率计算，预计需支付担保费 2,500万元。

上述两项合计，预计 2020年公司支付给首开集团的担保费为不超过 4,075万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公司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费率

为 0.5%，费率的确定在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下浮，体现了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支

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本次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此项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定价符合公平原则，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 公司审计委员会同意此议案

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详见《关于 2020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公告》（临

2020-025号）。

（二）以 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本议案属关联交易，出席此次董事会的关联董事李岩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潘刚

升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并一致同意此项议案。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2019 年公司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金额为不超过 9,500元人民币，实际发生额为 7,494.1� � �万元。 未超过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批准的额度。

根据公司 2020年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参照近三年来公司与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在日

常经营中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 预计 2020 年日常性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8,500 万元人民

币。 双方遵循公平、有偿、互利的市场原则进行交易，在发生关联交易时将签署有关的协议或

合同。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 认为公司 2020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仍

将延续 2019年度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该等交易亦不会损害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的利益，

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公司预计的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

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本次董事会的召开、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 公司审计委员会同意此议案

并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详见《关于预计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临 2020-026号）。

（三）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中晟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申请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开中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拟通过新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新华 - 首开中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1、2 期）” 融

资不超过 23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5+2年（满 5年可选择提前还款）。 公司为其提供本息全额

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用款项目、担保范围、担保期限及利率等以实际签

署的《担保函》及《投资合同》为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同意

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9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

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

本次向北京首开中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超出了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本次担保

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20-027号）。

（四）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无锡润泰置业有限公司申

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无锡润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润泰” ）是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首开永泰置业

有限公司与招商局地产（苏州）有限公司、保利宁远无锡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项

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49,940万元人民币。 其中苏州首开永泰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49,480.20 万

元、招商局地产（苏州）有限公司出资 50,979.60 万元、保利宁远无锡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出

资 49,480.20万元， 三方股权比例为 33%：34%：33%。 无锡润泰主要开发江苏省无锡市渔港路

XDG-2011-66地块。

2018 年 5 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无锡润泰置业有限公

司拟向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申请贷款的议案》，同意无锡润泰向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申请贷款 19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 3 年，以无锡市渔港路 XDG-2011-66 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

为抵押物。 截止目前，尚有贷款余额为 18.02亿元。

该项目为分期开发，目前项目二期（第一标段）已达到销售条件，为配合项目销售，拟将

原抵押物中项目二期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解除抵押，变更为“各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及剩余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担保期限 3年，其余贷款条件不

变。 公司按 33%的股权比例提供 5.9466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同意

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9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

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

本次为无锡润泰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20-027号）。

（五）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本议案。

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龙泰”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开

发贵州省贵阳市首开紫郡项目。

2018 年 5 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通过《关于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条件变更的议案》， 同意贵阳龙泰向中国农业银行贵阳分行申请房地

产开发贷款 4.4亿元，期限 3年，以贵阳首开紫郡项目三块土地使用权（1、不动产权证书 - 黔

（2018）南明区不动产权第 0000045号；2、国有土地使用证 -筑国用（2012）第 06020 号；3、不

动产权证书 -黔（2016）南明区不动产权第 0040424号）及部分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截止目

前，已发放贷款 3.5亿元，剩余 9,000万尚未放款。

目前，项目已进入全面销售阶段，为配合项目销售，拟将原抵押物中部分解除抵押，并由

公司对此项贷款提供全额全程担保。 具体如下：

原方案 调整后方案

抵押物性质 权证号

面积

（平方米）

抵押物性质 权证号

面积 （平

方米）

土地 （本

项目）

黔（2016）南明区

不动产权第

0040424号

82882.5

土地

（本项目）

黔（2016）南明区

不动产权第

0040424号

82882.5

在建工程

本项目 D4栋 在

建工程

4635.46 在建工程

本项目 D4栋

在建工程

4635.46

土地 （公

建 20#地块）

黔（2018）南明区

不动产权第

0000045号

80086.4 在建工程

C4栋在建工程

（项目营销中心）

4411.5

土地

（公建 21#地块）

筑国用（2012）第

06020号

21343.1 在建工程

C8栋在建工程

（项目配套商业）

1833.85

本公司提供全额全程担保 4.4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担保事前进行了审核，提出了独立意见，同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同意

提交本次董事会审议。

2019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

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

本次向贵阳龙泰提供担保，超出了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本次担保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股东大会时间另行通知。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20-027号）。

（六）以 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金开祯泰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金开祯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开祯泰” ）为公司与北京金地鸿鹄企

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金开祯泰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

出资 55,000万元，占项目公司 55%股权，金地鸿鹄出资 45,000万元，占项目公司 45%股权。 金

开祯泰主要开发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 2909-0603地块。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金开祯泰拟以 2909-0603 地块销售尾款为基础资产，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9.5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18 个

月。 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超过 9亿元，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次级资产支

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高于 5,000万元，由金开祯泰进行认购。

金开祯泰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并由金开祯泰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

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差额支付义务提供流动性支持，按此计算，公司提供的流动性支持金

额为不超过 4.95亿元。

2019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

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

本次为金开祯泰购房尾款资产证券化项目融资提供担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无需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 2020-027号）。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3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20-025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公司向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股份公司” 、“本公司” 或“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九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集团”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了公司的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2019 年公司拟向控股

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集团” ）支付的担保费用总额为不

超过 7,300万元人民币。 2019年度，公司实际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为 1,575 万元，未超过董事会

及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

为支持公司经营需要，保证公司顺利取得贷款，预计 2020 年公司支付给首开集团的担保

费为不超过 4,075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

首开集团成立于 2005�年 11�月，注册资本 133,000�万元，法定代表人：潘利群。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 实际控制人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首开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与其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

有公司 1,358,298,338股股权，占公司股权总额的 52.65%� 。 截止到 2019 年 9 月 30 日，首开集

团资产总额为 339,811,588,586.95�元，负债总额为 269,853,032,365.21� 元，资产净额为 69,958,

556,221.74�元。 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5,387,197,765.47� 元， 净利润为 5,321,599,243.73�

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

预计 2020年需首开集团提供担保及收取担保费的情况如下：

（1）按已签订担保合同中 0.5%的费率向首开集团支付的担保费预计为 1,575万元。

（2）2020年预计新增的需由首开集团担保的贷款为不超过 50 亿元（包括借新还旧的部

分），按 0.5%的费率计算，预计需支付担保费 2,500万元。

上述两项合计，预计 2020年公司支付给首开集团的担保费为不超过 4,075万元。

2、定价依据：双方经友好协商，在市场化定价原则的基础上，有一定的下浮。

四、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协议双方：公司与首开集团。

交易标的：2020年预计新发生的不超过 50亿元人民币贷款的担保费以及 2020 年前已签

订担保合同的担保费。

交易价格：

2020 年 1 月 1 日前已签订担保合同的按担保金额的 0.5%，2020 年新增贷款部分按担保

金额的 0.5%，共计不高于 4,075万元人民币。

支付方式：公司在签署担保合同五日内向首开集团支付相应担保费。

期限：一年。

五、进行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于 2020 年顺利取得贷款， 首开集团承担到期还款

付息的连带责任担保。 依据公平、合理原则，公司向首开集团支付担保费，费用标准合理，不会

损害其它股东利益。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次董事会，对上述交易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李岩

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潘刚升先生回避表决，董事王洪斌先生、王立川先生、独立董事

孙茂竹先生、邱晓华先生、白涛女士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

的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首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需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

此项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均同意此项关联交易，并认为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

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不利影响；本次关联

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公司九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符合公司利益，

也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基于此项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定价符合公平原

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审计委员会同意将《关

于公司 2020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

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首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需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3日

股票代码：600376� � � �股票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2020-026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预计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年度关联交易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关联交易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已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核，均同意此项关联

交易，并认为此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经营需要，表决程序符合有关规定，符合公平原则和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对关联方以外的股东无不利影响。 独立董事同意此次关联交易并同意

将此关联交易提交股份公司九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

2020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0 年第三次会议，对上述交易进行了

审议。 审计委员会认为关联交易的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没有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关联方

具有较强履约能力，日常关联交易所占公司同类业务总额比例不大，对公司经营收入和利润

影响很小，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对关联方以外的其他股东无不利影响。 同意将此关联交易提交

股份公司董事会审议。

2020年 4月 23日，公司召开九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李岩先生、潘文先生、阮庆革先生、潘刚升先生回避表决，董事

王洪斌先生、王立川先生、独立董事孙茂竹先生、邱晓华先生、白涛女士均就此项议案进行了

表决并同意此项议案，同时参与表决的独立董事就此项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

东大会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七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2019 年公司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的金额为不超过 9,500元人民币，实际发生额为 7,494.1� � �万元。 未超过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批准的额度。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议案出具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交易双方遵循公平、有偿、互利的市

场原则进行交易，在发生关联交易时签署了有关的协议或合同，交易真实。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金额

(万元)

2019年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受

劳务(支付物业管理费)

天鸿集团、首开集团

下属物业管理公司等

6,500 5,040.6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首开集团、方庄物业

公司、望京实业公司

500 117.92

向关联人出租房产 望京实业公司 1,000 818.38

向关联人承租房产 首开集团 1,500 1,517.14

合计 9,500 7,494.1

（三）本次日常管理交易预计金额

公司预计根据公司 2020年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 参照近三年来本公司与北京首都开发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在日常经营中发生的关联交易情况，预计 2020 年日常性的关

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8,500万元人民币。双方遵循公平、有偿、互利的市场原则进行交易，在发生

关联交易时将签署有关的协议或合同。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

金额

(万元)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万元)

2019年实际

发生金额

(万元)

向关联人采购商品接

受劳务(支付物业管

理费)

天鸿集团、首开集

团下属物业管理

公司等

5,500 0.00 5,040.66

出售商品、提供劳务

首开集团、方庄物

业公司、望京实业

公司

200 0.00 117.92

向关联人出租房产

望京实业

公司

1,000 0.00 818.38

向关联人承租房产 首开集团 1,800 0.00 1,517.14

合计 9,500 0.00 7,494.1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首开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首开集团与其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天鸿集团” ）合计持有公司 1,358,298,338 股股权，占公司股权总额的 52.65%� 。 方庄物业公

司、望京实业公司均为首开集团下属公司。

截止到 2019 年 9 月 30 日，首开集团资产总额为 339,811,588,586.95�元，负债总额为 269,

853,032,365.21�元，资产净额为 69,958,556,221.74�元。 2019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5,387,197,

765.47�元，净利润为 5,321,599,243.73�元。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一）主要内容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主要从事与房地产开发相关产业的

经营，如产品规划设计、材料设备供应、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等。

公司的日常管理交易内容主要有公司因产品设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服务等方面的需

要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采购少量材料设备和接受产品设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等方面的

服务。

（二）定价依据

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 市场价格以产品销售地或

提供服务地的市场平均价格为准。

在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润作为定价依据，但产品出售方或劳务提

供方应提供成本构成依据。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房地产开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主要从事与房地产开发相关产业的

经营，如产品规划设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管理等。 公司因产品设计、材料设备供应、物业服

务等方面的需要向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采购少量材料设备和接受产品设计、房屋租赁、物业

管理等方面的服务有利于公司正常运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经营成本。 因此本公司预计此类

关联交易将会持续。

公司在与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中，将拥有交易选择权。 在质量、标准相同

的情况下，公司有权就同类或同种原材料的采购或服务的提供，按照价格孰低原则，选择比首

开集团及其关联方价格更低的第三方进行交易。 本公司将继续本着公平、公开、公正和依据市

场价格定价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同时， 公司与首开集团及其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同类业务总额比例不大，

占本公司业务收入总额的比例很小，不会对本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构成较

大影响，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九届二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2、独立董事意见。

3、审计委员会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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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北京首开中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晟公司” ）

无锡润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润泰” ）

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阳龙泰” ）

北京金开祯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开祯泰” ）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本金为不超过 38.2966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截至目前，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于 2020年 4月 23日召开， 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

保事项：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中晟公司拟通过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新华 -

首开中晟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1、2期）” 融资不超过 23 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5+2 年（满 5

年可选择提前还款）。公司为其提供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用款

项目、担保范围、担保期限及利率等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函》及《投资合同》为准。

（二）公司参股子公司无锡润泰原向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申请贷款 19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

限 3年，以无锡市渔港路 XDG-2011-66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截止目前，

尚有贷款余额为 18.02亿元。现为配合项目销售，拟将原抵押物中项目二期土地使用权及在建

工程解除抵押，变更为“各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剩余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在

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担保期限 3年，其余贷款条件不变。 公司按 33%的股权比例提供 5.9466

亿元连带责任担保。

（三） 公司全资子公司贵阳龙泰原向中国农业银行贵阳分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 4.4 亿

元，期限 3 年，以贵阳首开紫郡项目三块土地使用权（1、不动产权证书 - 黔（2018）南明区不

动产权第 0000045号；2、国有土地使用证 - 筑国用（2012）第 06020 号；3、不动产权证书 - 黔

（2016）南明区不动产权第 0040424号）及部分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截止目前，已发放贷款

3.5亿元，剩余 9,000万尚未放款。 现为配合项目销售，拟将原抵押物中部分解除抵押，并由公

司对此项贷款提供全额全程担保。 具体如下：

原方案 调整后方案

抵押物性质 权证号

面积

（平方米）

抵押物性质 权证号

面积 （平

方米）

土地

（本项目）

黔（2016）南明区

不动产权第

0040424号

82882.5

土地 （本

项目）

黔（2016）南明区

不动产权第

0040424号

82882.5

在建工程

本项目 D4栋 在

建工程

4635.46 在建工程

本项目 D4栋 在

建工程

4635.46

土地

（公建 20#地

块）

黔（2018）南明区

不动产权第

0000045号

80086.4 在建工程

C4栋在建工程

（项目营销中心）

4411.5

土地

（公建 21#地

块）

筑国用（2012）第

06020号

21343.1 在建工程

C8栋在建工程

（项目配套商业）

1833.85

本公司提供全额全程担保 4.4亿元

（四）公司控股子公司金开祯泰拟以 2909-0603 地块销售尾款为基础资产，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9.5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18 个

月。 其中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超过 9亿元，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次级资产支

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高于 5,000万元，由金开祯泰进行认购。

金开祯泰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并由金开祯泰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

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差额支付义务提供流动性支持，按此计算，公司提供的流动性支持金

额为不超过 4.95亿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担保进行了审阅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

报，同意将以上担保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2019 年 5 月 10 日，公司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

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授权董事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新增担保事项进行审议批准。公司

本次为无锡润泰、金开祯泰提供担保，在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须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为中晟公司、贵阳龙泰提供担保，超出了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本次担保须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晟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日期：2013 年 1 月；注册资本：490,000 万元；住

所：北京市顺义区向阳西路北侧（马坡农工商联合总公司）；法定代表人：熊文利；主要经营范

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中晟公司以保障房建设、土地一级开发及棚户区改造、项目代建为三大主营业务。 目前主

要在施项目为：西马坡中晟新城、仁和中晟景苑、密云长安新村及南菜园旧城改建（棚改）、密

云自有用地商业项目、延庆大榆树镇下屯村棚户区改造项目。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中晟公司资产总额 10,544,205,663.52 元， 负债总额 5,488,984,

500.52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2,524,972,609.52元，净资产 5,055,221,163.00元。 2019 年 1 月至

9月份的营业收入为 109,525,178.10元 ，净利润为 -2,894,883.94元。

（二）无锡润泰为公司参股子公司，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注册资本：149,940 万元；住

所：无锡市建筑西路 599-599-5(2号楼)一楼 101室；法定代表人：杨国影；主要经营范围：房地

产开发与经营等。

无锡润泰是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首开永泰置业有限公司与招商局地产 （苏州） 有限公

司、保利宁远无锡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149,940 万元。 其中

苏州首开永泰置业有限公司出资 49,480.20万元、招商局地产（苏州）有限公司出资 50,979.60

万元、 保利宁远无锡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出资 49,480.20 万元， 三方股权比例为 33%：34%：

33%。 无锡润泰主要开发江苏省无锡市渔港路 XDG-2011-66地块。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无锡润泰资产总额 4,360,012,100.74 元， 负债总额 2,874,688,

793.23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842,� 688,793.23元，净资产 1,485,323,307.51 元。 2019 年 1 月

至 9月份的营业收入为 2020.60元 ，净利润为 -4,715,606.19元。

（三）贵阳龙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注册资本：22,058 万元；住所：

贵阳市思明区机场路 8 号首开紫郡紫香堤 1 号楼；法定代表人：信东；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

开发与经营等。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贵阳龙泰资产总额 3,781,234,053.15 元， 负债总额 3,757,

720.723.79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3,285,670.723.79元，净资产 23,513,329.36 元。 2019 年 1 月

至 9月份的营业收入为 26,414.609.52元 ，净利润为 -14,915,434.82元。

（四）金开祯泰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日期：2018 年 11 月；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住

所：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南春路 1 号一层 151 室；法定代表人：那军；主要经营范围：房地产

开发与经营等。

金开祯泰为公司与北京金地鸿鹄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 金开祯泰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 55,000 万元，占项目公司 55%股权，金地鸿鹄出

资 45,000万元，占项目公司 45%股权。 金开祯泰主要开发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 2909-0603

地块。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 金开祯泰资产总额 2,670,043,303.90 元， 负债总额 1,572,

202.709.41 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 1,070,531.963.91 元，净资产 997,840,594.49 元。 2019 年 1

月至 9月份的营业收入为 0.00元 ，净利润为 -2,165,655.51元。

金开祯泰营业收入目前为 0元， 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存在着销售收入延迟结算的特殊性，

此项目公司房地产项目尚在开发期，尚未进行结算。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晟公司拟通过新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起设立的“新华 - 首开中晟基础设

施债权投资计划（1、2期）”融资不超过 23亿元人民币，期限为 5+2年（满 5年可选择提前还

款）。公司为其提供本息全额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用款项目、担保范围、

担保期限及利率等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函》及《投资合同》为准。

（二）无锡润泰原向兴业银行无锡分行申请贷款 19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 3 年，以无锡

市渔港路 XDG-2011-66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截止目前，尚有贷款余额

为 18.02亿元。 现为配合项目销售， 拟将原抵押物中项目二期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解除抵

押，变更为“各方股东按股权比例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及剩余地块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为

抵押物” ，担保期限 3年，其余贷款条件不变。 公司按 33%的股权比例提供 5.9466亿元连带责

任担保。

（三）贵阳龙泰原向中国农业银行贵阳分行申请房地产开发贷款 4.4 亿元，期限 3 年，以

贵阳首开紫郡项目三块土地使用权 （1、 不动产权证书 - 黔 （2018） 南明区不动产权第

0000045号；2、国有土地使用证 -筑国用（2012）第 06020号；3、不动产权证书 - 黔（2016）南

明区不动产权第 0040424 号）及部分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 截止目前，已发放贷款 3.5 亿元，

剩余 9,000万尚未放款。 现为配合项目销售，拟将原抵押物中部分解除抵押，并由公司对此项

贷款提供全额全程担保。 具体如下：

原方案 调整后方案

抵押物性质 权证号

面积

（平方米）

抵押物性质 权证号

面积 （平

方米）

土地

（本项目）

黔（2016）南明区

不动产权第

0040424号

82882.5

土地 （本

项目）

黔（2016）南明区

不动产权第

0040424号

82882.5

在建工程

本项目 D4栋 在

建工程

4635.46 在建工程

本项目 D4栋 在

建工程

4635.46

土地

（公建 20#地

块）

黔（2018）南明区

不动产权第

0000045号

80086.4 在建工程

C4栋在建工程

（项目营销中心）

4411.5

土地

（公建 21#地

块）

筑国用（2012）第

06020号

21343.1 在建工程

C8栋在建工程

（项目配套商业）

1833.85

本公司提供全额全程担保 4.4亿元

（四）金开祯泰拟以 2909-0603 地块销售尾款为基础资产，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资产

支持证券。资产支持证券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9.5亿元，融资期限不超过 18个月。 其中优先级

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的规模不超过 9亿元，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拟发行的

规模不高于 5,000万元，由金开祯泰进行认购。

金开祯泰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提供差额支付承诺并由金开祯泰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

对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差额支付义务提供流动性支持，按此计算，公司提供的流动性支持金

额为不超过 4.95亿元。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上述担保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进行了审阅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听取有关人员的汇

报，同意将上述担保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中晟公司、无锡润泰、贵阳龙泰、金开祯泰申请融资或资产支持证券提供担保或流

动性支持是为了支持项目公司的房地产项目开发， 公司分别持有被担保公司 100%、33%、

100%、55%的股权，且被担保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 公司对其担

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上述担保符合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同

意公司为其担保并同意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叁佰柒拾玖亿贰仟伍佰柒拾贰

万伍仟叁佰元（小写金额 3,792,572.53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22.79%。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壹佰伍拾叁亿零伍佰肆拾陆万柒仟柒佰元（小写

金额 1,530,546.77 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不含本次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49.55%。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中晟公司、无锡润泰、贵阳龙泰、金开祯泰的担保总额均为零元

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中晟公司 2019年 9月 30日财务报表

3、无锡润泰 2019年 9月 30日财务报表

4、贵阳龙泰 2019年 9月 30日财务报表

5、金开祯泰 2019年 9月 30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3日

证券代码：600882� � �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2020-048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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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获得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妙可蓝多” ）下属子公司及

孙公司广泽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泽乳业” ）、妙可蓝多（天津）食品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妙可食品” ）于近期收到政府补助合计人民币 1,787,820.93元。 具体如下：

获得补助单位 补助项目

补助金额

（元）

补助依据 补助类型

获得补助

时间

广泽乳业

安置残疾人就业增值

税即征即退

1,630,420.22 注 1 与收益相关 2020.4.22

妙可食品 稳岗补贴 64,492.71 注 2 与收益相关 2020.4.03

妙可蓝多 稳岗补贴 92,908.00 注 3 与收益相关 2020.3.21

合计 1,787,820.93

注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16]

52号）；

注 2：根据津人社办发〔2020〕26 号文件《市人社局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稳

岗返还政策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注 3：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上海市经济

和住处化委员会《关于做好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定岗位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沪人社就发

〔2015〕29号）。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 并划分补助

类型。 上述补助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为 1,787,820.93元（注：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上述政府补助预计将对公司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具体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当年损益的影

响情况仍需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4月 24日

证券代码：601992� � � �证券简称：金隅集团 编号：临 2020－038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冀东水泥 2020 年

第一季度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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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冀东水泥” ）于 2020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布《冀东水泥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冀东水泥 2020 年第一季度报告》 亦可参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600837� � � �证券简称：海通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0-032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泰资管 - 海通证券融出资金

债权 2018 年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摘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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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泰资管 -海通证券融出资金债权 2018年二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已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摘牌。

相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59045 159046

简称 18海融 2A 18海融 2B

起息日 2019/4/23 2019/4/23

到期日 2020/4/23 2020/4/23

评级 AAA -

预期年收益率 3.40% -

发行规模（亿元） 47.5 2.5

面值（元） 100 100

兑付方式

专项计划设立日起每自然年半年度的 15 日 （如

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付息，到期还

本并支付剩余部分利息

到期分配剩余收益

特此公告。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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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的

补充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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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在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2020-014）。 由于公司的参

股公司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奥克股份；证券代码：300082）晚于公司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参股公司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顺德农商行” ）

晚于公司披露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因此， 公司在奥克股份 2020年 4月 25日完成 《奥克股份

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顺德农商行完成财务数据经审计后，补充披露《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全文》中奥克股份及顺德农商行的相关数据。

补充后的《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更新后）》（2020-014）刊登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

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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