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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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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担保人名称：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控股股东， 以下简称

“阳光集团” ）。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1亿元人民币，截

至本公告日， 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为阳光集团提供担保的余额为5亿元

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对外担

保累计余额为5亿元人民币。

● 本次担保阳光集团提供反担保。

● 本公司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1）2020年8月13日， 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行 （以下简称

“浙商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阳光集团向浙商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最高保证余额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连带责任保证， 期限自2020年8月13

日至2022年8月12日。

（2）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

于为控股股东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江

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的担保单位， 为其提供余额不超过5

亿元人民币（含5亿元）的担保。期限为三年。详见2020年4月28日、2020年5月19

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次担保未超出董事会、股东大会授权的范围，本次担保后，上市公司及下属子

公司为控股股东累计担保余额为5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住址：江阴市新桥镇陶新路18号

注册资本：195387.3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陆克平

经营范围：呢绒、毛纱、针织绒、绒线、羊毛衫、服装、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防

静电工作服、防酸工作服、阻燃防护服）、针织品、装具、纺织工业专用设备及配

件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染整；洗毛；纺织原料（不含籽棉）、金属材

料、建材、玻璃纺机配件、五金、电器、通讯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

施和发射装置）的销售；饮用水处理技术的研究、开发、销售；矿泉水、包装饮用

水、饮料的生产、销售；光伏电站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光伏电站系统

建设；光伏发电；售电；光伏设备及配件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第二类医

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第一类医疗器械零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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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光集团的资信等级：AAA（评级机构：江苏恒大信用评价有限公司）,有效

期：2020年1月20日一2021年1月19日。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

集团” ）总资产2,269,169.93万元，总负债1,085,490.76万元，银行贷款总额749,

584.8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852,840.25万元，净资产966,455.74�万元。2019年1月至

12月营业收入1,186,721.77万元，净利润69,142.23万元。

截止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阳光集团总资产2,280,950.44万元，总负

债1,085,498.14万元， 银行贷款总额751,561.08万元， 流动负债总额897,025.87万

元，净资产982,215.58�万元。2020年1月至3月营业收入236,943.05万元，净利润15,

759.84万元。

被担保方阳光集团目前不存在影响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阳光集团持有本公司10.98％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股权结构如下图：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浙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阳光集团向浙商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2020年8月13日至2022年8月12日；

最高保证余额：1亿元人民币。

本次担保公司与阳光集团签订了反担保合同，阳光集团根据《最高额保证

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范围向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方式的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多年以来，阳光集团为本公司生产经营方面给予了大力支

持，特别是在筹资方面一直作为本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的担保单位。公司为

阳光集团提供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期限即将到期。因此，本着互保互

利的原则，我们同意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

司向金融机构进行融资的担保单位，为其提供余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含5亿

元）的担保，期限为三年，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阳光集团为公司及子公司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截至2020年6月30

日，正在履行中的担保余额约19亿。控股股东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有担当风险

的能力，且本次担保阳光集团提供反担保，足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本公司为其

担保风险可控，不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和独立意见书， 认为鉴于阳光集团已

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了相当数额担保的事实，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为阳光集

团提供余额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含5亿元）的担保，有利于增强双方的融资能力

和效率，对双方经营发展都是有益的。目前，阳光集团经营、资信状况良好，具备

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公司

董事会在审议此议案时程序合法，该项担保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符

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包括下属子公司）为阳光集团提供担保。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控股股东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有担当风险的能力，本公司为其担保风险可

控，不会给公司带来不利影响。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本公司下属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5亿元人民

币，占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22.94%。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阳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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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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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已立案受理并完成财产保全；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物产元通典当有限责

任公司为本案之原告；

● 涉案的金额：239,352,650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本公告日，本次诉讼尚未开

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2020年7月10日，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

司浙江物产元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元通典当” ）与宁波乐源盛世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乐源” ）典当纠纷事项，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并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书。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受

理。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1、原告浙江物产元通典当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

道白沙泉83号101室。

法定代表人吴波，董事长。

2、被告一宁波乐源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

七星路88号1幢401室B区M1010。

法定代表人朱信善，执行董事。

3、被告二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住所地山东省日照高新区高

新六路177号国际服务外包基地1#楼130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拉萨义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孟善珍）

4、被告三乐源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

北路211号302部位368室。

法定代表人朱方明，董事长。

5、被告四商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住所地南通市苏通科技产业园海伦路80号

云萃公寓88幢。

法定代表人陈永贵，执行董事。

6、 被告五上海乐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南桥环城西路

3333号2幢3层1002室。

法定代表人朱方明，执行董事。

7、被告六百世通利（上海）磁能源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联合北路

215号第1幢2095室。

法定代表人潘立峰，执行董事。

8、被告七陈永贵，男，汉族，1958年10月10日出生，住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万

龙新村51号501室。

（二）基本案情

2017年10月11日，被告一与原告签订《典当借款合同》。被告一以自有财产艾

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6279.4359万股作为当物向元通典当借款人民币2亿

元。2017月10月18日，双方办理上述股票的质押登记手续，原告向被告一支付典当

借款2亿元。根据当票及续当票，借款时间自2017年10月18日至2018年7月14日。被

告一、被告二与原告共同签订《还款差额补足协议》，约定若被告一未能按约偿还

主合同项下应付典当本金、息费及其他债务时，则由被告二支付相应款项以补足

上述还款差额。被告三、被告四分别与原告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

因股票价值下跌，2018年6月4日， 被告七与原告签订 《最高额质押担保合

同》，约定被告七以其持有的顺灏股份（代码002565）1,500,000股股票作为质押为

被告一与原告之间的典当借款提供质押担保。2018年6月5日， 办理上述股票的质

押登记手续。

2018年6月22日，被告五与原告签订编号浙元通质2018第040号的《最高额质

押担保合同》，约定被告五以其持有的易同科技（代码430258）2,500,000股股票作

为质押，为被告一与原告之间的典当借款提供质押担保。2018年6月25日，办理上

述股票的质押登记手续。

2018年10月26日，被告六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被告一与原告的

典当借款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2.5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截至2020年7月10日，被告仍未偿还典当借款本金2亿元及相应利息,原告遂

于2020年7月10日提起诉讼。

二、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归还当金2亿元整，支付典当息费3894万元（暂计算至

2020年7月10日，自2020年7月11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典当息费（或利息），以

当金2亿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8%的标准计算）。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律师代理费25万元、财产保全保险费16.265万元。

3、判令原告有权以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项下被告一所有的艾格拉斯62,794,359

股的股票及其孳息在最高限额4亿元范围内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

4、 判令原告有权以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项下被告七所有的顺灏股份1,500,000

股的股票及其孳息在最高限额2亿元范围内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

5、 判令原告有权以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项下被告五所有的易同科技2,500,000

股的股票及其孳息在最高限额2亿元范围内折价或者以拍卖、 变卖所得价款优先

受偿。

6、判令被告二对上述第1、2项宁波乐源应付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7、判令被告三在最高限额4亿元范围内、被告四在最高限额4亿元范围内、被

告五在最高限额2亿元范围内、被告六在最高限额2.5亿元范围内、被告七在最高

限额2亿元范围内对上述第1、2项宁波乐源应付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8、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各被告共同承担。

三、诉讼的进展情况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0日立案受理公司控股子公司元通典当与

宁波乐源等公司典当纠纷一案。由于尚需履行财产保全手续，公司于2020年7月10

日登记暂缓披露上述诉讼事项。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7月16日下达《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冻结

被告宁波乐源盛世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日照义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乐源

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商赢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乐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百世通

利（上海）磁能源有限公司、陈永贵银行存款人民币239,352,650元或查封、扣押其

他相应价值财产（对上海乐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陈永贵的财产保全金额以200,

000,000元为限）。公司于2020年8月12日收到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事项

通知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上述被告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

四、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日，因本次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要求， 及时披露上述诉讼案件的进展情

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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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七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七次会议于2020年8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8月11日以电子邮件及直接送达方式发出，会议应参与表决

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河钢股份邯郸分公司以实物资产参与河钢新材增发

股份的议案》， 同意邯郸分公司以彩涂资产向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入股。监事会认为，公司以彩涂资产向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入股，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和做大做强彩涂板块。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

客观、公正、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为：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

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实物资产认购河钢新材增发股份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三、备查文件

1、四届七次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000709� � � �股票简称：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1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实物资产认购河钢新材增发

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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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为解决同业竞争及做大做强彩涂板块，河钢集团有限公司拟通过其下属企

业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钢新材” ）增资扩股方式

整合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河钢股份” ）及河钢集团下属企业常熟科弘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常熟科弘” ）的彩涂资产。河钢股份和常熟科弘分别以

其持有的彩涂生产线资产作为出资，认购河钢新材增发股份，认购价格及增资

对价以经备案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2月29日。

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召开四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河钢股份邯

郸分公司以实物资产参与河钢新材增发股份的议案》， 同意以邯郸分公司彩涂

资产参与认购河钢新材增发股份，增资完成后公司应持有河钢新材20,474,239股

股份，持股比例为2.91%。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刘

键、许斌、王兰玉、郭景瑞、耿立唐、朱华明回避了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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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36,034,662.00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64%，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 关联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耀彬

成立日期：2003年7月11日

注册资本：65,603.47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750429957F

住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107号

经营范围：汽车零部件、家用电器、太阳能设备及配件、模具设计、制造；高

分子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和金属材料（不含贵金属）

加工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及其相应产品的外观设计、开发；金

属卷材、金属薄板、彩涂板的生产、加工、销售和售后服务；销售：钢材、金属材料

（不含贵金属）；仓储服务（不含冷库、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

厂房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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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如下图

河钢新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河钢集团之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河钢新材为本公司关联方。

河钢新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河钢新材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如下：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02

月

29

日

总资产

（

元

）

1,939,615,733.14 2,008,680,004.21

净资产

（

元

）

1,017,382,102.25 999,577,469.83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2

月

营业收入

（

元

）

3,174,580,717.41 381,692,610.04

净利润

（

元

）

69,315,462.56 10,250,600.90

三、 关联交易方案

1.�出资方式

公司以邯郸分公司彩涂生产线资产作为出资，该生产线年产能12万吨，年产

销量5-8万吨， 主要以建材板为主，2017年与河钢新材开展合作后开始生产、销

售少量家电彩涂板。2019年产品销量8.36万吨，实现销售收入4.13亿元，利润1233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为内部核算数据，未经审计）。

2.�增资方式及定价依据

河钢新材通过增发股份形式收购河钢股份邯郸分公司彩涂资产，交易价格

以经备案的资产评估值作为确定依据，评估基准日为2020年2月29日。

根据山东正源和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鲁正信评报字(2020)第0141号

及鲁正信评报字(2020)第0141-2号评估报告，截止2020年2月29日，河钢新材净

资产评估值为115,491.05万元，河钢股份对河钢新材拟增资所涉及邯郸分公司彩

涂生产线及相关资产评估值为36,034,662.00元。 河钢股份以1.76元/股价格向河

钢新材增资，增资对价为36,034,662.00元，增资完成后河钢股份应持有河钢新材

20,474,239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91%。

本次增资完成后，河钢新材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份数

（

股

）

持股比例

(%)

1

河钢集团有限公司

462,766,907 65.83%

2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168,272,911 23.94%

3

常熟科弘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6,498,647 3.77%

4

邯钢集团衡水薄板有限责任公司

24,994,924 3.56%

5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20,474,239 2.91%

总计

703,007,628 100%

四、 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资产增资

（1） 河钢股份以其持有的彩涂板生产线资产，对河钢新材进行增资。

（2） 增资资产转移至河钢新材后，河钢股份基于增资资产转让前已开展的

业务对应的付款等义务（如有）仍应由河钢股份承担。

（3） 增资资产转移至河钢新材后，截至交割日与彩涂相关业务正在履行中

的所有合同项下所有义务仍由河钢股份承担，且河钢股份与河钢新材应就该等

合同签署补充协议，约定由河钢新材向河钢股份提供河钢股份在该等合同项下

未履行完毕义务。

（4） 对于有意成为河钢新材员工的与增资资产有关的企业员工，有关企业

将解除与其签署的劳动合同，而由河钢新材予以全部留用。

2.�增资对价

在评估值的基础上， 河钢股份分别以其各自所持彩涂板生产线资产以1.76

元/股的价格向河钢新材增资，增资对价为36,034,662.00元，增资完成后河钢股

份应持有河钢新材20,474,239股股份，持股比例为2.91%。

3.�交割

（1）河钢股份进行交割须以下列条件在交割日均得以满足或被其书面豁免

为前提：

i.�本次增资已经按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并完成相关程序（如适用）；

ii.� 本次增资已经取得河钢新材所有有效的内部批准（包括但不限于股东

（大）会、董事会及/或其他内部管理机构的有效批准），并已经依法履行必须的

公告程序（如适用）。

（2）河钢新材进行交割须以下列条件在交割日均得以满足或被其书面豁免

为前提：

i.�本次增资已经按照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经相关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

门批准并完成相关程序（如适用）；

ii.� 本次增资已经取得河钢股份所有有效的内部批准（包括但不限于股东

（大）会、董事会及/或其他内部管理机构的有效批准），并已经依法履行必须的

公告程序（如适用）。

（3）自交割日起，河钢新材应有权获得增资资产相关的所有权利、利益和收

益。自交割日起，河钢股份应有权获得河钢新材20,474,239股股份相关的所有权

利、利益和收益。

（4） 对增资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增资资产产生的合理损益由河钢股份负

担。

五、 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以彩涂资产向河钢新材增资，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有利于做大做

强彩涂板块业务，符合公司长远利益。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社会公众股股

东利益的情形，也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六、 当年年初至公告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2020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河钢新材未发生其他资

产购买、出售、置换等关联交易。2020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河钢新材发

生日常关联销售和关联采购的交易金额为5141.07万元。

七、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河钢股份邯郸分公司以实物资产参与河钢新材增发

股份的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以彩涂资产向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资入股，有利于

减少同业竞争和做大做强彩涂板块，符合公司的长远利益。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

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交易价格依据具备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机构

对标的资产进行的审计及评估结果确定，定价公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之相关规定，不存在对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

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2.�公司董事会在审议该项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以彩涂资产向青岛河钢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增

资入股，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和做大做强彩涂板块。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

公正、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社会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 备查文件

1.� �四届八次董事会决议；

2.� �四届七次监事会决议；

3.� �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4.� �增资协议；

5.� �河钢新材评估报告；

6.� �邯郸分公司彩涂资产评估报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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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四届八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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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八次会议于2020年8

月1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8月11日以传真、电子邮件及直接送达

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1人。本次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河钢股份贯彻落实“三重一大” 决策制度的实施办法》，全

文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河钢股份邯郸分公司以实物资产参与河钢新材增发股

份的议案》，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河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实物

资产认购河钢新材增发股份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

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刘键、许斌、王兰玉、郭景

瑞、耿立唐、朱华明回避了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36,034,662.00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064%，根据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须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全文详见公

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河钢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对增资河钢新材事项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股票简称：*ST银亿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20-084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关于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临时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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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否决的提案如下：

（1）提案1《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

绩补偿方案的议案》之子提案1.02“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案” ；

（2）提案2《关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2019年度业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

偿方案的议案》之子提案2.02“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案” 。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于2020年07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于2020年08月13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20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2020年7月2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78）。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0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08月13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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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月

1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00-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08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外滩大厦6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经公司临时管理人授权后，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6、主持人：副董事长方宇女士。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大会由公司临时管理人授权副董事长方宇女士主持，公司临时管理人、部分

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137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356,737,641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8.8565％，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有3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1,854,30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460％；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134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354,883,341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8.8104％。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6人，代表股份149,984,30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723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854,

3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46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3人，代表股份148,130,

0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3.6775％。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相关表决情

况及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

表决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

1

《

关于宁波东方亿

圣投资有限公司

2019

年 度 业 绩 承

诺未实现之业绩

补 偿 方 案 的 议

案

》（

逐项审议

）

- - - - - - - -

1.01

业绩补偿的股份

补偿数量及对应

的现金分红返还

的计算过程及结

果

【

注

1

】

356,737,641 347,047,641 97.2837% 9,409,300 2.6376％

280,

700

0.0787％

审议通过

1.02

业绩补偿具体实

施方案

【

注

2

】

356,737,641 33,766,700 9.4654％ 322,965,941 90.5332％ 5,000 0.0014％

审议未通

过

提案

2

《

关于宁波昊圣投

资 有 限 公 司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未

实现之业绩补偿

方案的议案

》 （

逐

项审议

）

- - - - - - - -

2.01

业绩补偿的股份

补偿数量及对应

的现金分红返还

的计算过程及结

果

【

注

1

】

356,737,641 347,122,741 97.3048％ 9,334,200 2.6165％

280,

700

0.0787％

审议通过

2.02

业绩补偿具体实

施方案

【

注

3

】

356,737,641 33,735,700 9.4567％ 322,965,941 90.5332％ 36,000 0.0101％

审议未通

过

注1：上述子提案1.01、2.01以特别决议表决获得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注2： 上述子提案1.02以特别决议表决未获得通过。 根据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约定，因子提案1.02中业绩补偿承诺方应承担的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未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后五（5）个

工作日内书面通知宁波圣洲实施股份赠送方案。宁波圣洲应在收到银亿股份书面

通知之日起三十（30）个工作日内尽快取得所需批准，在符合法律、法规及证券监

管要求的前提下，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公司截至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日登记在册的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除宁波圣洲之外的其他股东按

照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占审议回购注销事宜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日公司扣除宁

波圣洲持有的股份数后总股本的比例获赠股份。

注3： 上述子提案2.02以特别决议表决未获得通过。 根据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约定，因子提案2.02中业绩补偿承诺方应承担的补偿股份回购注销事宜未获

得公司股东大会通过等原因无法实施，则公司将根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约定，

进一步要求西藏银亿将应补偿的股份赠送给其他股东。

注4：上述所有提案均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及

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提案名称

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

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提案

1

《

关于宁波东方亿 圣投

资有限公司

2019

年度业

绩承诺未实现之业绩补

偿方案的议案

》（

逐项审

议

）

- - - - - - -

1.01

业绩补偿的股份补偿数

量及对应的现金分红返

还的计算过程及结果

149,984,300 140,294,300 93.5393％ 9,409,300 6.2735％ 280,700 0.1872％

1.02

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案

149,984,300 33,766,700 22.5135％ 116,212,600 77.4832％ 5,000 0.0033％

提案

2

《

关于宁波昊圣投 资有

限公司

2019

年度业绩承

诺未实现之业绩补偿方

案的议案

》（

逐项审议

）

2.01

业绩补偿的股份补偿数

量及对应的现金分红返

还的计算过程及结果

149,984,300 140,369,400 93.5894％ 9,334,200 6.2235％ 280,700 0.1872％

2.02

业绩补偿具体实施方案

149,984,300 33,735,700 22.4928％ 116,212,600 77.4832％ 36,000 0.024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尚斯佳、杨舒雅

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记录和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临时管理人

二Ｏ二Ｏ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22� � � �证券简称：中装建设 公告编号：2020-139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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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装建设” 、“公司” ）的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中装智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链科技” ）近期取得6

项国家版权局颁发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均为原始取得，具体情况如

下：

序号 软件名称 登记号 取得方式

首次发表日

期

权利范围 著作权人

1

供应链企业融资管理和运

营系统

V1.0

2020SR0759772

原始取得

2020

年

4

月

29

日

全部权利

2

供应链金融授信管理系统

V1.0

2020SR0760406

原始取得

2020

年

4

月

22

日

全部权利

3

供应链企业信息管理系统

V1.0

2020SR0760456

原始取得

2020

年

5

月

7

日

全部权利

深圳市中装

智链科技有

限公司

4

资金机构融资审批系统

V1.0

2020SR0760449

原始取得

2020

年

5

月

11

日

全部权利

5

智付单凭证管理和运营系

统

V1.0

2020SR0760442

原始取得

2020

年

5

月

9

日

全部权利

6

中装智链科技供应链金融

平台

[

简称

：

智链供应链平

台

]V1.0

2020SR0492243

原始取得

2020

年

4

月

25

日

全部权利

本次取得的软件著作权是公司基于装饰产业供应链场景的区块链技术探索

成果。在现有供应链模式上植入区块链技术，可实现为金融机构提供可信交易数

据、为行业上游供应商提供融资服务的目标。上述软件著作权不会对公司生产经

营及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中装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3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了中环股

份（代码002129）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基金投资非公

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基金字[2006]141号）等有关

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投资中环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基金名称 认购数量

（

股

）

总成本

（

元

）

总成本占

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账面价值

（

元

）

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

产净值比

例

限售期

博时主题行业混

合

1,469,980.00 29,664,196.40 0.32% 30,355,087.00 0.33% 6

个月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0年8月13日数据。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300787� � � �证券简称：海能实业 公告编号：2020-087

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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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3日召开了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

摘要的议案》。

为使投资者全面了解公司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公司 《2020年半年度报

告》及《2020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于2020年8月14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查

阅。

特此公告。

安福县海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14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69

2020年 8 月 14 日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