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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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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9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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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斌董事、王立川董事、孙茂竹董事、白涛董事以视频
方式参会，李岩董事长、邱晓华董事以通讯方式参会。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高管列席
此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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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北京致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出席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一致通过此项议案。
北京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与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共同成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12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6亿元人民币、北
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6亿元人民币，双方股权比例为50%：50%。北
京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主要开发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1201-602、603地块住
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
限价商品住房” ）项目。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北京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东城分行申请4亿元人民币商用房开发贷款，期限不超过15年，以北京市朝阳
区常营乡1201-602、603地块住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限价商品住房” ）项目的
公建部分所分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项目公建部分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并由
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连带责任担保。按此计算，公司按50%的持股比例
提供2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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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公司持有
被担保公司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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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董事会审议。
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的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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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向北京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在
年度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本次担保无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对外担保公告》（临2020-072号）。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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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致泰” ）
● 本次担保金额：本次担保本金为贰亿元人民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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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 会议以9票赞成，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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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结果通过了以下担保事项：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致泰拟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城分行申请4亿元人民币
商用房开发贷款，期限不超过15年，以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1201-602、603地块住
宅混合公建用地（配建“限价商品住房” ）项目的公建部分所分摊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及项目公建部分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并由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
连带责任担保。按此计算，公司按50%的持股比例提供2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期限不超过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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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次会议审议。
2020年5月22日，公司召开的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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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为北京致泰提供担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请
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北京致泰成立于2016年1月， 为公司与北京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
同成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12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6亿元人民币、北京
世博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6亿元人民币，双方股权比例为50%：50%。住所
为北京市朝阳区常营民族家园底商61-4号；法定代表人为张兴辉；主要经营范围
为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等。
北京致泰主要开发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 1201-602、603 地块住宅混合公建
用地（配建“限价商品住房” ）项目。
截至2020年6月30日，北京致泰资产总额5,029,818,032.33元，负债总额3,878,
741,576.46元， 其中流动负债总额3,872,549,395.10元， 净资产1,151,076,455.87元。
2020年1月至6月份的营业收入为0元 ，净利润为-4,985,289.13元。
北京致泰营业收入目前为零元，原因是房地产行业存在着销售收入延迟结算
的特殊性，北京致泰所开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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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致泰拟向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东城分行申请4亿元人民币商用房开发贷
款，期限不超过15年，以北京市朝阳区常营乡 1201-602、603 地块住宅混合公建
用地（配建“限价商品住房” ）项目的公建部分所分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项
目公建部分在建工程作为抵押物，并由双方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连带责任担
保。按此计算，公司按50%的持股比例提供2亿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不超过
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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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将该项担保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为北京致泰申请融资提供担保是为了支持其房地产项目开发，公司持有
北京致泰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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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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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佰贰拾陆亿叁仟
叁佰叁拾玖万贰仟柒佰捌拾伍元（小写金额 4,263,339.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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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6%。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壹佰捌拾叁亿陆仟贰佰零陆万柒仟
柒佰元（小写金额 1,836,20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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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6%。
截至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北京致泰的担保总额为零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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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北京致泰2020年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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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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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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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2015年6月10日，寰球实业（安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球实业” ）就与北
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码北京” ）、北京卓优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卓优世纪” ）签订《代理采购协议》，认为其已经履行了协议中的全部义
务，神码北京没有依照协议履行付款义务，卓优世纪和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神码中国” ）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遂向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货款人民币56,972,480元及违约金
（自逾期之日起至生效判决确定支付之日， 按照逾期未付款总额每日0.1%计
算。）；要求判令神码北京承担诉讼费用；要求判令卓优世纪、神码中国对上述债
务和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参见2015年1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刊登的《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借壳上市）暨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关联交易报告
书》。
2017年8月神码北京和神码中国收到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00283-3号《民事裁定书》，经该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裁定驳回了寰球实业的起诉。 参见2017年8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和证券时报刊登
的《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2）。
寰球实业不服（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 00283-3 号《民事裁定书》，于上诉
期内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裁定并指令安徽省芜湖市中
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经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进行审理，作出（2017）
皖民终 72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参见2018年7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的《重大诉讼进
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0）。
2019年5月，神码北京和神码中国收到《最高人民法院民事申请再审案件应
诉通知书》，因寰球实业不服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 723 号《民事
裁定书》和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00283-3号《民事
裁定书》，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高人民法院已立案审查。寰球实业请求
撤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 723 号《民事裁定书》和安徽省芜湖市
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00283-3号《民事裁定书》；将本案发回一
审法院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审理或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改判。 参见
2019年5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的《重大诉讼进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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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公告编号2019-055）。
2019年9月，神码北京和神码中国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9）最高法民
申2466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寰球实业（安徽）有限公司的再审申请。参见
2019年9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刊登的《重大诉讼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96）。
二、本诉讼的进展情况
寰球实业因与神码北京和神码中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芜湖市中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00283-3号《民事裁定书》、安徽省高级人民
法院作出的 （2017） 皖民终 723 号 《民事裁定书》 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最高法民申2466号《民事裁定书》，依法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民事抗
诉申请。
近日，公司收到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皖检民监[2020]34000000059号《通知书》，
通知如下：关于寰球实业（安徽）有限公司与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神州数码
（中国）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申请检察监督案，本院已决定受理。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其他重大诉讼详见 2020年8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目前，本次公告案件在检察监督办理中，尚未办结，预计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
2020年及后期利润无影响。公司将密切关注案件的后续进展，并将严格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要求及时对相关诉讼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安徽省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芜中民二初字第00283-3号《民事裁定
书》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皖民终723号《民事裁定书》
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申2466号《民事裁定书》
安徽省人民检察院皖检民监[2020]34000000059号《通知书》
特此公告
神州数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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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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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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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
（证券简称：*ST飞马，证券代码：002210）交易价格于2020年9月23日一25日连续
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
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于前期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公司重整暨公司股票被继续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 子公司重整的提示性公
告》、《关于法院指定重整管理人的公告》、《关于重整进展的公告》 以及相关公
告，就公司、子公司深圳骏马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骏马环保” ）、控股股东飞
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马投资” ）被申请重整及相关进展情况进行
了披露说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 或“法院” ）已分别裁
定受理了对公司、骏马环保、飞马投资的重整申请，并指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
师事务所担任公司、骏马环保、飞马投资重整管理人。目前，管理人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已启动对公司、骏马环保、飞马投资的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接管工作，公司、骏马环保、飞马投资正积极配合管理人办理相关接
管移交手续。
此外，公司、骏马环保、飞马投资收到了深圳中院关于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
事项的《公告》，具体见公司披露的《关于重整进展的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2、公司于前期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事项及进展的公告》、《关于
公司银行账户、股权资产被冻结的公告》、《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冻结的提示
性公告》、《关于控股股东被动减持股份暨后续可能继续被动减持股份的提示性
公告》以及相关公告，就公司涉及诉讼/仲裁和银行账户股权资产冻结事项、股东
证券代码：000029、200029

股份质押及被动减持风险事项，以及相关事项进行了披露或核实说明。公司将根
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3、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发现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4、 公司尚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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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截止目前，尚未发现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了解，公司控股股东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司
股票的情况。
7、经了解，公司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本公
司股票的情况。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上述披露事项外，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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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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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
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未发现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
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深深房A、 深深房B （公告编号：2020-073）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深房” 或“公
司” ）因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投控” ）筹划涉及
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A股：证券简称：深深房A，证券代码：000029；B股：证
券简称：深深房 B，证券代码：200029）自2016年9月14日开市起停牌。
二、停牌期间安排
由于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深圳市国有企业改革，交易结构较为复杂，属于重大
无先例事项，重组方案还需进一步沟通与论证。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至少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三、必要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9月28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31
证券代码：002698

证券简称：博实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3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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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近日，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实股份” 或“公
司” ）收到与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冶能源” ）、新疆
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 ）签订的“设备采购合同” ，合
同合计金额为人民币10,160万元，新冶能源和中泰化学均为新疆中泰（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子公司。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合同的签署权限在总经
理权限范围内。
二、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一）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1、名称：新疆新冶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新疆吐鲁番地区托克逊县能源重化工工业园区内
3、法定代表人：王利国
4、注册资本：伍亿伍仟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筑材料的销售；仓储服务；房
屋租赁。碳化钙（电石）的生产及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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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博实股份与新冶能源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博实股份与新冶能源未签订同类合同。
8、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手新冶能源，为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二）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名称：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住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
3、法定代表人：冯斌
4、注册资本：贰拾壹亿肆仟陆佰肆拾肆万玖仟伍佰玖拾捌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食品添加剂氢氧化钠及盐酸、氢氧化钠(烧碱)、液氯、盐酸、次
氯酸盐、次氯酸钠的生产、销售，1,1-二氯乙烷、碳化钙、煤焦油、硫磺、硫化钠、硝
酸、氨、过氧化氢、硝酸钠、高锰酸钾、醋酸酐、三氯甲烷、乙醚、哌啶、甲苯、丙酮、
甲基乙基酮、苯乙烯、乙烯、乙炔、氢、正己烷、液化石油气、石油原油、汽油、粗
苯、甲醇、苯酚、丙烷、氧（压缩的或液化的）、氮（压缩的或液化的）、二氧化碳
（压缩的或液化的）、氦（压缩的或液化的）、氖（压缩的或液化的）、异辛烷、石
脑油、1,2-二甲苯、1,3-二甲苯、1,4-二甲苯、二异丙胺、乙醇（无水）、乙醇溶液
（按体积含乙醇大于24%）、正丁醇、洗油、柴油（闭环闪点≤60℃）、水合肼（含
肼≤64%）、甲醛溶液、煤焦沥青、蒽油、三氯乙烯、酚油、漂白粉、氢氧化钾、亚硫
酸钠、甲醇钠的销售； 聚氯乙烯树脂、纳米ＰＶＣ、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聚氯
乙烯树脂生产销售；塑料制品的生产和销售；化工产品、机电产品、金属材料、建
筑材料的销售；仓储服务；金属制品的防腐和低压液化瓶的检验；一般货物与技
术的进出口经营；货运代理；煤炭及制品的销售；房屋租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化纤浆粕制造；人造纤维、棉纺纱、化纤布、非织造布的生产与销售；商务信
息技术咨询及服务；矿产品、机械设备、五金产品、电子产品、钢材、汽车、汽车配
件、食品、烟草制品、酒、农产品、化肥的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国际道路普通
货物运输；机械设备租赁；棉花的收购、销售；工业盐的销售；消毒剂的销售。
6、博实股份与中泰化学不存在关联关系。
7、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博实股份与中泰化学及其控股子公司签订的智能装备
类合同金额为人民币10,999.84万元（增值税率下调后的金额）。
8、履约能力分析：本合同交易对手中泰化学，为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子公司，具有良好的信誉和履约能力。
三、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标的：（高温）炉前作业机器人（含（高温）炉前作业机器人嵌入式
软件）、捣炉机器人（含捣炉机器人嵌入式软件）若干台套。
2、合同金额：与新冶能源签订的合同金额为(人民币)伍仟肆佰万元整；与中
泰化学签订的合同金额为(人民币)肆仟柒佰陆拾万元整。
3、生效条件：合同经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4、 合同日期：2020年8月30日、2020年8月31日买卖双方确定合同内容后，公
司及客户履行签章流程，公司近日收到经买卖双方签章确认的合同。
5、交货时间：合同签订后45天内到货，货到指定地点。
6、结算方式：根据卖方各阶段完成内容情况，买方分阶段支付给卖方预付款
及相应阶段款项。
7、主要违约责任
卖方未按期交付货物， 每逾期一日， 应向买方支付合同总金额0.5%的违约
金，同时赔偿给买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为公司智能成套装备领域的产品销售类合同，博实股份在资金、
人员、技术及现有产能方面均具备履行上述合同的能力。
2、 上述合同不含税合计金额为8,991.15万元， 占公司2019年度营业收入的
6.16%。由于合同部分设备需经客户先置生产测试验收，部分设备需根据后续客
户生产运行情况进行验收，预计对公司2020至2021年度业绩有积极的影响。
3、上述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博实股份业务独立性，不存在对交易对手
形成依赖的情况。
五、风险提示
1、本合同交货工期要求紧，虽然公司对项目产品有预计性生产准备，但仍存
在因逾期交货，而产生经济损失的风险。
2、（高温）炉前作业机器人、捣炉机器人作业环境复杂，存在用户生产运行
测试、验收确认周期长的可能，如出现此类风险，将对公司该项目的后续结款、
收入预期造成不利影响。
3、从本次合同签订至相关收入确认、回款期间，不排除存在不可预见的因素
影响合同不能按约定履行或买方延期支付货款的可能，如出现此类风险，将对
公司造成不利影响或损失。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六、备查文件
相关合同文件。
特此公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404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20一057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的通知于2020年9月22日以邮件方式发出， 董事会于2020年9月25日以通讯表
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董事9人，实际参加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周国建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
子公司的议案》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详见刊登于2020年9月28日的《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28日
证券代码：002404

证券简称：嘉欣丝绸

公告编号：2020一058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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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 注销事项概述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9月25日召开第
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
注销全资子公司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苗木城公司” ），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注销手续。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注
销事项在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注销事项不构成关
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证券代码：603323

证券简称：苏农银行

证券代码：002698

证券简称：博实股份

公告编号：2020-044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权益变动暨《一致行动协议》
变更的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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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蔡鹤皋先生、蔡志宏先生继承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永洁教
授所持公司的股份。
2、邓喜军先生、张玉春先生、王春钢先生、蔡鹤皋先生签订《关于〈一致行动
协议〉的变更协议》，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共同控制。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
不利影响。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博实股份” ）于
2020年9月26日收到邓喜军先生、张玉春先生、王春钢先生、蔡鹤皋先生、蔡志宏
先生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2020年9月17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王永洁教授不幸逝世，王
永洁教授生前持有公司股份82,710,02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09%。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继承法》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公证处出具的（2020）黑哈香证内
民字第7258号《公证书》，蔡鹤皋先生、蔡志宏先生作为王永洁教授的继承人，依
法继承上述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蔡鹤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000,00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4.89%； 蔡志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50,677,02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96%。
王永洁教授生前曾与邓喜军先生、张玉春先生、王春钢先生签订《一致行动
协议》，保持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共同控制。2020年9月26日，邓喜军先生、张玉
春先生、王春钢先生、蔡鹤皋先生签订《关于〈一致行动协议〉的变更协议》，邓
喜军先生、张玉春先生、王春钢先生、蔡鹤皋先生四位自然人保持一致行动关系，
对公司共同控制。2020年9月26日，蔡志宏先生出具《确认及承诺函》，确认：本次
股票继承过户完成后，其将基于个人意愿独立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其与蔡鹤皋先
生未签署任何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类似协议、安排，也不存在其他任何一致行动
的计划，其与蔡鹤皋先生不构成一致行动人；其不与邓喜军先生、张玉春先生、王
春钢先生在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提案权及表决权的行使上采取一致行动，不
与邓喜军先生、张玉春先生、王春钢先生作出一致行动安排。承诺：不谋求博实股
份控制权，不在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提案权及表决权的行使上与原一致行动
人之外的任何第三方作出一致行动安排。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蔡鹤皋先生、蔡志宏先生继承王永洁教授的股权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姓名

股份性质

股 份 数 量 （股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王永洁

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8.09%

--

--

82,710,029

8.09%

--

--

--

--

--

--

--

--

50,000,000

4.89%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

--

12,500,000

1.2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37,500,000

3.67%

17,967,000

1.76%

50,677,029

4.96%

17,967,000

1.76%

50,677,029

4.96%

--

--

--

--

100,677,029

9.85%

100,677,029

9.85%

100,677,029

9.85%

63,177,029

6.18%

--

--

37,500,000

3.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蔡志宏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 份 数 量 （股 ）

82,710,029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蔡鹤皋

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

计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姓名

股份性质

股 份 数 量 （股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邓喜军

9.31%

95,206,362

9.31%

17,726,590

1.73%

17,726,590

1.73%

有限售条件股份

77,479,772

7.58%

77,479,772

7.58%

82,696,357

8.09%

82,696,357

8.09%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16,924,089

1.66%

16,924,089

1.66%

有限售条件股份

65,772,268

6.43%

65,772,268

6.43%

82,710,029

8.09%

--

--

82,710,029

8.09%

--

--

--

--

--

--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蔡鹤皋

公司任职
情况

董事长兼
总经理

董 事 、副 总 经
理

董事蔡鹤皋
先生之妻

--

--

50,000,000

4.89%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

--

12,500,000

1.22%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37,500,000

3.67%

57,394,047

5.61%

57,394,047

9,698,512

0.95%

9,698,512

5.61% 董 事 、副 总 经
0.95% 理 兼 总 工 程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王春钢

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95,206,362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王永洁

股 份 数 量 （股 ）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张玉春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有公司
股份比例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7,695,535

4.66%

47,695,535

4.66%

318,006,795

31.10%

285,296,766

27.90%

其 中 ：无 限 售 条 件 股 份

127,059,220

12.43%

56,849,191

5.56%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0,947,575

18.67%

228,447,575

22.34%

合

计

董事

师

--

注：本次继承相关股份的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尚未完成，相关股份数据以
过户完成后数据为准。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
1、蔡鹤皋先生、蔡志宏先生继承王永洁教授生前持有的公司股份，相关权益
变动将通过证券非交易过户方式实现。
2、本次权益变动后，邓喜军先生、张玉春先生、王春钢先生、蔡鹤皋先生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285,296,7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90%，通过《一致行动协议》，保
持一致行动关系，对公司共同控制。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引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
不利影响。
4、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要求，本次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人已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cninfo.com.
cn）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经查询邓喜军先生、张玉春先生、王春钢先生、蔡鹤皋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四、备查文件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哈尔滨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二、 注销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浙江嘉欣苗木城开发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48358503968XL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住所：桐乡市屠甸镇君匋大道999号桐乡花木城28幢
5.法定代表人：周国建
6.注册资本：15000万元
7.成立日期：2011年11月8日
8.经营范围：普种苗木：绿化苗木、花卉，经济林苗木：银杏、桂花、柚的种植
销售；苗木城房屋及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销售，自有房屋租赁；经济信息咨询服
务；园林绿化设计、景观设计及其工程的施工。
9.主要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 目

2020 年 6 月 30 日 / 2020 年 1-6 月

2019 年 12 月 31 日 / 2019 年 度

资产总额

8,302,103.92

净资产

7,976,172.87

8,063,980.31

0.00

-1,197,049.06

-87,807.44

-6,211,938.22

营业收入
净利润

79,909,951.05

（注：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
2020年半年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 注销原因及对公司的影响
桐乡市人民政府根据进一步“退散进集” 工作整体部署和“两高”（高铁、
高速）沿线环境整治提升要求，对“桐乡花木城” 地块逐步进行了征收。公司分
别于2018年6月15日和2019年11月19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征收事项并
进行了公告。截至本公告日，相关土地和房产已完成交割，苗木城公司的主要资
产已处置完毕，不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为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提高公
司整体运营效率，公司拟注销苗木城公司。
注销完成后，苗木城公司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苗木城公司经
营的业务非公司主营业务，注销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财务状况产生
实质性影响。本次注销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嘉欣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28日

公告编号：2020-041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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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苏苏州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苏州农商银行” 或“
公司” ）于2020年9月26
日召开第五届职工代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吴大刚先生、徐雪
良先生及朱九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工监事任期与第六届监
事会任期相同。
第六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如下：
吴大刚，男，1970年7月出生，江苏苏州人，研究生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1990年8月参加工作，历任人民银行苏州分行办事员、团委书记（副科级）、金管
科副科长、农金科副科长；人民银行太仓市支行副行长；人民银行苏州市中心支
行办公室副主任、 金管二科副科长； 苏州银监分局监管二科副科长 （主持工
作）、监管二科科长；苏州银监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江农商银行职工监事、
纪委书记、监事长。现任苏州农商银行职工监事、纪委书记、监事长。

徐雪良，男，1970年4月出生，江苏苏州人，本科学历，助理经济师，中共党员。
1988年11月参加工作， 历任梅堰农村信用社职工； 吴江农村信用联社办公室秘
书、主任助理、副主任；吴江农商银行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金家坝支行行长、
菀坪支行行长；吴江农商银行职工监事、纪委副书记、纪委办主任、监察室主任、
监事会办公室总经理。现任苏州农商银行职工监事、纪委副书记、纪委办主任、监
察室主任、监事会办公室总经理。
朱九锦，男，1984年1月出生，江苏扬州人，博士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2008
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紫金农商银行迈皋桥支行试用期员工、办公室办事员、董事
会办公室办事员；吴江农商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副总经理、行政管理部总经理、人
力资源部总经理、黎里支行行长；苏州农商银行黎里支行行长。现任苏州农商银
行零售银行部总经理。
特此公告。
江苏苏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