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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更换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

2.00

《关于子公司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融资租赁的议

案》

√

3.00

《关于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的议

案》

√

4.00

《关于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的议案》

√

5.00

《关于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化工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的

议案》

√

6.00

《关于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的

议案》

√

7.00

《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

（逐项表决）

7.01

《为宜化肥业向江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4,940

万元融

资租赁提供担保》

√

7.02

《为太平洋热电向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3,000

万元

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

7.03

《为太平洋化工向江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4,940

万元

融资租赁提供担保》

√

7.04

《为内蒙宜化向天津中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6,851

万元融

资租赁提供担保》

√

7.05

《为新疆宜化向江西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租赁提

供担保》

√

8.00

《关于

2020

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单位印章）：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ST宜化 公告编号：2020-06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青海宜化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融资租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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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1、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以下简称“青海宜化” ）以青海宜化部分在用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民租赁”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4,631万元，融资期限为两年。该笔融资租赁

业务为2018年1月18日融资租赁业务（详见2016年6月15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2016-025号）的展期。该笔

融资租赁业务经本次展期后到期时间为2021年11月15日。在租赁期间，公司以回租方式继续占有并使用该

部分机器设备，同时按双方约定向中民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租赁期满，租赁物自动归青海宜化所有。本次

交易相关协议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中民租赁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4、本事项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亦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中民国际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法定代表人:�汤敏

注册资本：600000.00万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贺兰道以北、欧洲路以东恒盛广场4号楼325-1房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29604715G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 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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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民租赁主要股东：中民投租赁控股有限公司持股65.83%，株式会社韩亚银行持股25%，中民国际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持股7.5%，北京德瑞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67%。

中民租赁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无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中民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青海宜化自有电解槽生产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状态：交易标的归属本公司子公司青海宜化。标的之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

亦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标的所在地：青海省大通县长宁镇

5、资产价值:�设备账面价值为人民币4,631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主要内容：青海宜化将自有化工生产设备（即租赁标的物）以4,63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中民租

赁，转让价款以4,631万元（亦即本公司融资额，以合同为准），然后再从中民租赁租回该部分生产设备占有

并使用，租赁期限届满并按约定向中民租赁支付完所有租金后，租赁物自动归青海宜化所有。

2、租赁利率：执行浮动利率，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利率为6.8875%,自本合同签署日起至租赁期结束前，如

遇中国人民银行三年期贷款利率调整时，租赁利率作同方向、同幅度的调整。

3、融资期限为：2年

4、租金的计算及支付方式：按每三个月期末等额本息支付租金，每年还租次数为4次。

5、概算租金总额：租赁期满后，按照约定的租赁利率，不考虑率浮动的情况下，预计青海宜化将支付中

民租赁租金总额5,044万元。

6、融资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状态：融资租赁合同实施前，标的物所有权属于青海宜化，融资租赁合同生效

期间，标的物所有权属于中民租赁，融资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青海宜化。本次交易的标

的物从始至终由青海宜化占有并使用，虽有所有权的转移，但不涉及到资产过户手续。

五、涉及该项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层人事变动。对公司员工及其他股东的经济利益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融资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

六、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青海宜化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展期业务，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固定资产，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

进一步增强青海宜化竞争力。

经测算，青海宜化经营正常，有能力支付每期租金。

七、备查文件

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ST宜化 公告编号：2020-065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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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1、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内蒙宜化” ）以内蒙宜化部分在用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天津中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车融资租赁”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金额为6,851万元，融资期限为两年。该笔融资租

赁业务为2015年8月20日融资租赁业务（详见2015年8月26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2015-057号）的第二次展

期（第一次展期详见2018年9月14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2018-099号）。该笔融资租赁业务经本次展期后到

期时间为2022年2月24日。在租赁期间，公司以回租方式继续占有并使用该部分机器设备，同时按双方约定

向中车融资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租赁期满，公司以人民币1元的名义价格以“届时现状” 留购租赁物。本次

交易相关协议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中车融资租赁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4、本事项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亦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天津中车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瑞欣

注册资本：211953.4856万

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澳洲路6262号查验库办公区202室（天津东疆商务秘书服务有

限公司自贸区分公司托管第159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6321674890K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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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车融资租赁主要股东：中国中车（香港）有限公司持股5.9%，中车投资租赁有限公司持股56.66%，中

国中车香港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37.44%。

中车融资租赁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

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中车融资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内蒙宜化化工生产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状态：交易标的归属内蒙宜化所有。标的之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

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标的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乌达工业园区

5、资产价值:�设备净值不低于人民币6,851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主要内容：内蒙宜化将自有化工生产设备（即租赁标的物）以6,851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中车融

资租赁，转让价款以6,851万元（亦即本公司融资额，以合同为准），然后再从中车融资租赁租回该部分生产

设备占有并使用，内蒙宜化在租赁期限届满并按约定向中车融资租赁支付完所有租金后，以1元的名义货价

将上述设备从中车融资租赁购回。

2、租赁利率：执行浮动利率，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利率为5.5%,自本合同签署日起至租赁期结束前，如遇中

国人民银行一至五年贷款基准利率调整时，租赁利率作同方向、同幅度的调整。

3、融资期限为：2年

4、租金的计算及支付方式：按季等额还本付息，每年还租次数为4次。

5、概算租金总额：租赁期满后，按照约定的租赁利率，不考虑利率浮动的情况下，预计内蒙宜化将支付

中车融资租赁租金总额约7,449万元。

6、租赁保证金及服务费：租赁保证金为1000万元。

7、融资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状态：融资租赁合同实施前，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内蒙宜化，融资租赁合同生效

期间，标的物所有权属于中车融资租赁，融资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至内蒙宜化。本次交

易的标的物从始至终由内蒙宜化占有并使用，虽有所有权的转移，但不涉及到资产过户手续。

五、涉及该项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层人事变动。对公司员工及其他股东的经济利益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融资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

六、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内蒙宜化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展期业务，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固定资产，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

进一步增强内蒙宜化竞争力。

经测算，内蒙宜化经营正常，有能力支付每期租金。

七、备查文件

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ST宜化 公告编号：2020-066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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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1、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宜化肥业” ）以宜化肥业部分在用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江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南金融租赁”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金额为4,940万元，融资期限为三年。该笔融资租

赁业务为2016年8月融资租赁业务（详见2016年8月23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2016-038号） 的第二次展期

（第一次展期详见2018年10月13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2018-111号）。 该笔融资租赁业务经本次展期后到

期时间为2022年9月20日。在租赁期间，公司以回租方式继续占有并使用该部分机器设备，同时按双方约定

向江南金融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租赁期满，公司以人民币100元的名义价格以“届时现状” 留购租赁物。本

次交易相关协议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江南金融租赁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4、本事项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亦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江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注册资本： 20亿元

住所：常州市天宁区延陵中路66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339160468B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

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

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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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金融租赁主要股东：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0%，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15%，常州华威模具有限公司、常州金沙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长

虹结晶器有限公司、新誉集团有限公司各持股5%。

江南金融租赁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

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江南金融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宜化肥业化工生产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状态：交易标的归属宜化肥业所有。标的之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在

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标的所在地：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399号

5、资产价值:�设备账面价值为人民币4,940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主要内容：宜化肥业将自有化工生产设备（即租赁标的物）以4,94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江南金

融租赁，转让价款以4,940万元（亦即本公司融资额，以合同为准），然后再从江南金融租赁租回该部分生产

设备占有并使用，宜化肥业在租赁期限届满并按约定向江南金融租赁支付完所有租金后，以100元的名义货

价将上述设备从江南金融租赁购回。

2、租赁利率：合同租金年利率为4.00%。

3、融资期限为：3年

4、租金的计算及支付方式：按每三个月期末等额本金支付租金，每年还租次数为4次。

5、概算租金总额：租赁期满后，按照约定的租赁利率，不考虑率浮动的情况下，预计宜化肥业将支付江

南金融租赁租金总额5,319万元。

6、租赁保证金及服务费：租赁保证金为500万元。

7、融资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状态：融资租赁合同实施前，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宜化肥业，融资租赁合同生效

期间，标的物所有权属于江南金融租赁，融资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宜化肥业。本次交易

的标的物从始至终由宜化肥业占有并使用，虽有所有权的转移，但不涉及到资产过户手续。

五、涉及该项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层人事变动。对公司员工及其他股东的经济利益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融资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

六、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宜化肥业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展期业务，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固定资产，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

进一步增强宜化肥业竞争力。

经测算，宜化肥业经营正常，有能力支付每期租金。

七、备查文件

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ST宜化 公告编号：2020-067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化工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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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1、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化工” ）以太平洋化工部分在用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江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江南金融租赁”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金额为4,940万元，融资期限为三年。该

笔融资租赁业务为2016年8月融资租赁业务（详见2016年8月25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2016-037号）的第二

次展期（详见2018年10月13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2018-110号）。该笔融资租赁业务经本次展期后到期时

间为2022年9月20日。在租赁期间，公司以回租方式继续占有并使用该部分机器设备，同时按双方约定向江

南金融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租赁期满，公司以人民币100元的名义价格以“届时现状” 留购租赁物。本次交

易相关协议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江南金融租赁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4、本事项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亦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江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张建军

注册资本： 20亿元

住所：常州市天宁区延陵中路66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00339160468B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转让和受让融资租赁资产；固定收益类证券投资业务；接受承租人的租赁保

证金；吸收非银行股东3个月（含）以上定期存款；同业拆借；向金融机构借款；境外借款；租赁物变卖及处理

业务；经济咨询；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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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金融租赁主要股东：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0%，常州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15%，常州华威模具有限公司、常州金沙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江苏金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武进长

虹结晶器有限公司、新誉集团有限公司各持股5%。

江南金融租赁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

无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江南金融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太平洋化工化工生产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状态：交易标的归属太平洋化工所有。标的之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标的所在地：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化工路11号

5、资产价值:�设备账面价值为人民币4,940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主要内容：太平洋化工将自有化工生产设备（即租赁标的物）以4,94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江南

金融租赁，转让价款以4,940万元（亦即本公司融资额，以合同为准），然后再从江南金融租赁租回该部分生

产设备占有并使用，太平洋化工在租赁期限届满并按约定向江南金融租赁支付完所有租金后，以100元的名

义货价将上述设备从江南金融租赁购回。

2、租赁利率：合同租金年利率为4.00%。

3、融资期限为：3年

4、租金的计算及支付方式：按每三个月期末等额本金支付租金，每年还租次数为4次。

5、概算租金总额：租赁期满后，按照约定的租赁利率，不考虑率浮动的情况下，预计太平洋化工将支付

江南金融租赁租金总额5,319万元。

6、租赁保证金及服务费：租赁保证金为500万元。

7、融资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状态：融资租赁合同实施前，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太平洋化工，融资租赁合同生

效期间，标的物所有权属于江南金融租赁，融资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至太平洋化工。本

次交易的标的物从始至终由太平洋化工占有并使用，虽有所有权的转移，但不涉及到资产过户手续。

五、涉及该项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层人事变动。对公司员工及其他股东的经济利益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融资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

六、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太平洋化工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展期业务，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固定资产，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

进一步增强太平洋化工竞争力。

经测算，太平洋化工经营正常，有能力支付每期租金。

七、备查文件

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ST宜化 公告编号：2020-06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

有限公司融资租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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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1、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热电” ）以太平洋热电部分在用化工生产机器设备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平安租赁” ）开展售后回租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金额为3,000万元，融资期限为两年。该笔融

资租赁业务为2014年11月12日融资租赁业务（详见2014年11月7日巨潮资讯网公司公告2014-075号）的展

期。该笔融资租赁业务经本次展期后到期时间为2021年10月27日。在租赁期间，公司以回租方式继续占有并

使用该部分机器设备，同时按双方约定向平安租赁支付租金和费用。租赁期满，公司以人民币100元的名义

价格以“届时现状”留购租赁物。本次交易相关协议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2、平安租赁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以上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交易已经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4、本事项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亦无需征得其他第三方同意。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企业名称：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方蔚豪

注册资本：1450000万元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37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54572362X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易咨

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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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租赁主要股东：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有限公司持股30.56%，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69.44%。

平安租赁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无其

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平安租赁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太平洋热电化工生产设备

2、类别：固定资产

3、权属状态：交易标的归属太平洋热电所有。标的之上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亦不存

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标的所在地：宜昌市猇亭区猇亭大道399号

5、资产价值:�设备账面价值为人民币3,000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主要内容：太平洋热电将自有化工生产设备（即租赁标的物）以3,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平安

租赁，转让价款以3,000万元（亦即本公司融资额，以合同为准），然后再从平安租赁租回该部分生产设备占

有并使用，太平洋热电在租赁期限届满并按约定向平安租赁支付完所有租金后，以100元的名义货价将上述

设备从平安租赁购回。

2、租赁利率：执行浮动利率，本合同项下的租赁的基准利率为6.40%,自本合同签署日起至租赁期结束

前，如银行当期贷款基准利率发生变动的，则本合同项下的租赁利率应进行同幅度调整。

3、融资期限为：2年

4、租金的计算及支付方式：采用不等额租金法计算租金，分2期支付。

5、概算租金总额：租赁期满后，按照约定的租赁利率，不考虑率浮动的情况下，预计太平洋热电将支付

平安租赁租金总额3,000万元。

6、租赁保证金及服务费：租赁保证金为1000万元。

7、融资租赁标的物所有权状态：融资租赁合同实施前，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太平洋热电，融资租赁合同生

效期间，标的物所有权属于平安租赁，融资租赁合同期限届满后，标的物所有权转移太平洋热电。本次交易

的标的物从始至终由太平洋热电占有并使用，虽有所有权的转移，但不涉及到资产过户手续。

五、涉及该项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会导致公司股权转让或者

高层人事变动。对公司员工及其他股东的经济利益不会产生影响。本次融资所得款项主要用于公司补充流

动资金。

六、本次融资租赁的目的及对太平洋热电财务状况的影响

通过本次融资租赁展期业务，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固定资产，缓解公司流动资金压力，拓宽融资渠道，

进一步增强太平洋热电竞争力。

经测算，太平洋热电经营正常，有能力支付每期租金。

七、备查文件

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000422� � � �证券简称：ST宜化 公告编号：2020－070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半年度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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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半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相关规定的要求，且为更加真实、准

确地反映公司截止2020年6月30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况，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存货、固定资产、委托

贷款、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在清查的基础上，对各类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固定资产的

可变现性、委托贷款、商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评估，发现部分资产存在一定的减值

迹象。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对可能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2、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范围、金额和拟计入的报告期间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2020年上半年存在可能发生减值迹象的存货资产进行全面清查和资产减值测试

后，计提减值准备17,202,291.04�元。明细如下表：

资产名称 年初至年末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金额（元）

占

2019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的比例

（

%

）

一、存货

17,202,291.04 10.46%

合 计

17,202,291.04 10.46%

3、存货可变现净值的确定依据

（1）产成品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费后金额；

（2）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等，当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时按照成本计量；当材料价

格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 可变现净值为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计将要发生的成本、

估计的销售费用以及相关税费后的金额确定。

（3）持有待售的材料等，可变现净值为市场售价。

4、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合计17,202,291.04元，考虑所得税及少数股东损益影响后，将减少本报告期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881,296.17元， 相应减少本报告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15,881,296.17

元。

三、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公司2020年上半年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进行了核查，认为：本次资

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基于谨慎性原则，充分、公允的反映了

截止2020年6月30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四、董事会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合理性说明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符合公司资产现状，有助于更加公允的反映截至2020年6月30日的公

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使公司关于资产价值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具有合理性。

五、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公司2020年上半年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采用稳健的会计原则，依据充分合理，决策程序规范合法，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和相关规章制度，能客观公允反映公司截止2020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且公司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公司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

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宜。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规定进行资产减值计提，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计提后

能够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资产状况，公司董事会就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监事会同意本次计

提资产减值准备。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九届三十次董事会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的说明。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8月28日

证券代码：600090� � � �证券简称：*ST济堂 公告编号：2020-068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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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8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130号新疆同济堂健康

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因乌鲁木齐疫情防控需要，出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管等通过视

频会议方式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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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6,997,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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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4.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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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本次会议董事长张美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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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独立董事张金鑫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周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参加；

3、代董事会秘书张美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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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325,565 81.6172 139,293,011 17.6993 5,378,701 0.6835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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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982,125 81.7006 138,468,251 17.5945 5,546,901 0.7049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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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896,925 81.6898 138,548,051 17.6046 5,552,301 0.7056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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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081,765 81.7133 138,265,711 17.5687 5,649,801 0.718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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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012,725 81.5775 139,998,151 17.7888 4,986,401 0.6337

6、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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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760,525 81.7995 135,332,951 17.1961 7,903,801 1.004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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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853,525 81.8114 135,177,651 17.1763 7,966,101 1.0123

8、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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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97,571 18.9293 137,581,651 78.2139 5,025,101 2.856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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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152,865 81.8494 135,893,611 17.2673 6,950,801 0.8833

10、议案名称：关于免去张美华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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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019,216 19.5704 632,945,161 80.4253 32,900 0.0043

11、议案名称：关于免去李青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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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337,216 19.6108 632,650,061 80.3878 10,000 0.0014

12、议案名称：关于免去魏军桥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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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425,716 19.6221 632,561,561 80.3765 10,000 0.0014

13、议案名称：关于免去孙玉平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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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165,216 19.5890 632,561,561 80.3765 270,500 0.0345

14、议案名称：关于免去林晓冰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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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85,716 19.6043 632,561,561 80.3765 150,000 0.0192

15、议案名称：关于免去王渊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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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281,416 19.6038 632,565,861 80.3771 150,000 0.0191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持股

5%

以

上普通 股

股东

477,144,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

5%

普通股

股东

133,948,725 54.2068 113,157,704 45.7932 0 0.0000

持股

1%

以

下普通 股

股东

30,919,771 49.2771 26,840,447 42.7759 4,986,401 7.947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 下

普通股股

东

5,474,718 50.8032 3,456,105 32.0712 1,845,501 17.1256

市值

50

万

以上普 通

股股东

25,445,053 48.9607 23,384,342 44.9955 3,140,900 6.0438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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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

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64,868,

496

53.2086

139,998,

151

45.1821 4,986,401 1.6093

8

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

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33,297,571 18.9293

137,581,

651

78.2139 5,025,101 2.856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4、5、6、7、9、10、11、12、13、14、15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

议案8《关于预计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因交易对手方为公司副

董事长李青控制的企业，所涉及的关联股东为：湖北同济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新疆嘉酿投资

有限公司、 武汉卓健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共持有公司611,092,954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44%，均在议案8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娟、赖元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

成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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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同济堂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9日

股票简称：ST亚星 股票代码：600319� � � �编号：临2020-044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达到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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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汇理” ）的权益变动属于增持，

未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城汇理旗下基金持有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亚星化学” ）的股份比例由8.401%增加至9.434%。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亚星化学于2020年8月28日收到公司第三大股东长城汇理的通知，长城汇理旗下基金长城

汇理战略并购9号私募基金自2020年8月17日至2020年8月2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3,258,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33%（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

本次增持前，长城汇理旗下基金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513,0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401%；

本次增持后，长城汇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9,771,8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434%。

信息披露义务人长城汇理旗下基金增持公司股票情况具体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金管理人）

名称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2007

号金地中心

22

层

权益变动时间

2020/8/17-2020/8/28

增持人名称 增持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增持股数（股）

增持比例

（

%

）

长城汇理战略并

购

9

号私募基金

集中竞价

2020/8/17-2020/8/28 A

股流通股

3,258,800 1.033%

注：1、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其相关承

诺的情形；

2、长城汇理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

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持股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长城汇理战略并购

9

号私募

基金

无限售条件股份

/ / 3,258,800 1.033%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投资

企业（有限合伙）

无限售条件股份

2,282,100 0.723% 2,282,100 0.723%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5

号 无限售条件股份

1,350,000 0.428% 1,350,000 0.428%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

号 无限售条件股份

4,744,700 1.503% 4,744,700 1.503%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8

号 无限售条件股份

4,745,000 1.504% 4,745,000 1.504%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9

号 无限售条件股份

4,658,814 1.476% 4,658,814 1.476%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A

号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90,000 0.504% 1,590,000 0.504%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B

号 无限售条件股份

1,700,000 0.539% 1,700,000 0.539%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C

号 无限售条件股份

2,154,915 0.683% 2,154,915 0.683%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D

号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90,000 0.504% 1,590,000 0.504%

长城汇理并购基金华清

7E

号 无限售条件股份

1,697,500 0.538% 1,697,500 0.538%

合计 一

26,513,029 8.401% 29,771,829 9.434%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也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

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根据《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第三款，投资者持有或者通过协议、其他安排与他人共同持

有一个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权股份达到百分之五后， 其所持该上市公司已发行的有表决

权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百分之一，应当在该事实发生的次日通知该上市公司，并予公告。

公司按照上述法规的要求披露本公告。本次增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077� � �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93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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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控股子公司南宁市浙创投资有限公司近日竞得宗地号为450107006003GB01547（二

期西侧地块）、450107006003GB01546（三期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取得由南宁市自

然资源局出具的《南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成交确认书》。

一、地块主要信息

宗地号

450107006003GB01547

（二期西侧地块）

450107006003GB01546

（三期地块）

地块位置

二期西侧地块位于人民西路以南、北际南路以

西、江北大道以北

三期地块位于人民西路以北、北际南路以西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零售商业用地

容积率

≥3.0

且

≤5.0 ≥3.0

且

≤5.2

建筑密度

＞20%

且

≤41% ＞20%

且

≤32%

出让面积

4,397.25

平方米

9,322.6

平方米

土地价款

76,578,109

元

158,297,748

元

二、风险提示

上述竞拍是公司管理层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下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投

资决策的，但由于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且具有周期性波动，因此公司存在上述项

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9日

证券代码：600077� � �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94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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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江干区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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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2,247,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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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9.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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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俞建午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表

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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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郑羲亮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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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A

股

661,937,616 99.9531 310,000 0.0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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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提供反担保的议

案

62,243,098 99.5044 310,000 0.495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入江、程楠楠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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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8月29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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