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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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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于 2021年1月18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理财产品期限调整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现同意对公司委托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发行的

17亿元理财产品中的10亿元收益权理财产品融资期限进行调整， 到期日由2021年2月10日调

整为不超过2021年7月31日（含），仍以公司持有的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超过31,800万股

股票进行质押。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融资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综合授信及流动资金借款即将到期，同意继续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长春市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5亿元，期限1年；继续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申请综合授信3.1亿元，期限1年；继续在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15亿

元，期限2年；继续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二道支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3亿元，期限

不超过2年。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1.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申请的综合授信 1.5亿元、0.5亿元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并分别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85万股股权、637.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分别在

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600万元、600�万元、550万元、55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5,000万元、8,000

万元、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

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8,700�万元、9,00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

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

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 7,600万元、7,200万元、7,

200万元、 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以

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14,074.07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

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 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泰大街支行申请的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70,146.05万元， 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10%；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

累计为 9,500万元，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66%。上述担保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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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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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

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

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

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

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1.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大药房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

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1.5亿元、0.5亿元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并分别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

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85万股股权、637.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

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分

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600万元、600�万元、550万元、550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5,000万元、

8,000万元、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

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8,700� 万元、9,

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

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

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 7,600万元、7,200

万元、7,200万元、 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

保，并以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14,074.07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

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 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为吉林亚泰集团

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

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

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泰大街支行申请的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

请的流动资金借款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70,146.05万元， 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10%；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

累计为 9,500万元，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66%。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生态广场支行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授信敞口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环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各不超过1.25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申请的综合授信 1.5亿元、0.5亿元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并分别以公司持有的吉林大药房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1,785万股股权、637.5万股股权提供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

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分别在

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 600万元、600�万元、550万元、55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 5,000万元、8,000

万元、8,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

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8,700�万元、9,000万元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

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

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循环额度贷款 7,600万元、7,200万元、7,

200万元、 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7,200万元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以

公司持有的亚泰建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14,074.07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

333.33万元、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 13,333.33万元、13,333.33万元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

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提供最高额质押担保；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亚泰大街支行申请的3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继续为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化分行申请的

流动资金借款7,5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70,146.05万元， 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10%；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

累计为 9,500万元，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66%。上述担保尚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建筑骨料、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制造

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308,590,359.43� 元，总负债为4,

372,528,987.47�元，净资产为1,936,061,371.96�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563,142,002.35�元，净

利润103,075,518.4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7,494,783,021.89� 元，总负债为 5,517,476,167.79� 元，净资产为1,977,306,854.10� 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30,415,581.69�元， 净利润41,245,482.14�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2、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323,107,961.33� 元，总负债

为1,109,186,474.16�元，净资产为1,213,921,487.1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685,989,991.09�元，

净利润28,628,987.0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

公司总资产为2,420,705,036.47� 元，总负债为 1,190,493,231.83� 元，净资产为1,230,211,804.64�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87,945,926.83� 元，净利润16,290,317.47�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3、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方砖、水泥砌块、机械制造及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40,608,779.57�元，总负债为

472,249,480.85�元，净资产为68,359,298.72�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12,241,555.77�元，净利润

-27,621,333.5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

资产为652,769,988.70�元，总负债为595,405,141.57�元，净资产为57,364,847.13� 元，2020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132,191,568.12�元，净利润-10,994,451.5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大经路

法定代表人：马冬梅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76.31%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478,045,595.39元，总负债

为3,842,708,634.42元， 净资产为635,336,960.9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897,536,737.03元，净

利润9,635,292.6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总资产为4,878,977,560.38�元， 总负债为4,233,500,905.11�元， 净资产为645,476,655.27�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476,687,384.74�元， 净利润10,139,694.30� 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5、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敦化市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合剂、口服溶液剂、丸剂生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47,655,250.13�元，总负

债为114,081,413.15�元， 净资产为133,573,836.98�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06,482,167.46�元，

净利润6,674,075.4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资产为227,706,101.98�元， 总负债为92,994,344.85�元， 净资产为134,711,757.13�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4,052,299.72�元，净利润1,137,920.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重庆路

法定代表人：姜钊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07,658,500.94元，总负

债为1,174,894,993.57元，净资产为132,763,507.37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70,184,114.14元，净

利润-17,608,811.5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

限公司总资产为817,426,129.63�元，总负债729,129,293.50�元，净资产为88,296,836.13�元，2020

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1,179,339.05�元，净利润-44,466,671.2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孙弘

经营范围：卷烟、雪茄烟、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459,079,958.62元，总负债为

2,239,378,670.16元，净资产为219,701,288.46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828,240,730.14元，净利润

-60,112,906.2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2,107,563,054.45�元，总负债为1,954,393,473.11�元，净资产为153,169,581.34� 元，2020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303,607,165.73�元，净利润-78,590,477.2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人民大街

法定代表人：姜亚洁

经营范围：住宿、中西餐、咖啡厅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03,166,651.88元， 总负债为477,

837,866.18�元，净资产为-74,671,214.30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57,520,594.98� 元，净利润-5,

622,540.1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388,135,717.60� 元，总负债为476,124,860.03� 元，净资产为-87,989,142.43� 元，2020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31,685,793.01�元，净利润-13,317,928.1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姜亚洁

经营范围： 酒吧、咖啡厅、卡拉OK文化娱乐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7,003,151.93�元， 总负债为95,

802,246.09�元， 净资产为21,200,905.84�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7,269,432.59� 元， 净利润2,

406,137.8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06,229,560.49� 元，总负债为88,191,252.79� 元，净资产为18,038,307.70� 元，2020年1-9月实现

营业收入14,281,430.40�元，净利润-3,162,598.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李斌

经营范围：铁矿石、石膏、助磨剂、缓凝剂、粉煤灰等经销、煤炭批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103,576,898.32元，总负

债为4,712,928,589.75元， 净资产为-609,351,691.43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075,247,786.59

元，净利润-98,797,071.5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

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036,609,121.14�元， 总负债为9,750,013,938.89�元， 净资产为-713,404,

817.75�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896,248,841.00� 元，净利润-104,053,126.32� 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11、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构件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间接持有其26.19%

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48,288,459.87元，总负债为

546,846,117.97元，净资产为501,442,341.90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437,618,521.92元，净利润7,

291,921.9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2,512,085,142.57�元，总负债为1,992,333,033.45� 元，净资产为519,752,109.12� 元，2020年1-9

月实现营业收入545,091,511.14�元，净利润18,309,767.2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2、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青年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片剂、硬胶囊剂、颗粒剂、丸剂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92.15%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693,511,344.34� 元，总负

债为 368,223,891.71�元， 净资产为325,287,452.63�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0,340,439.07�元，

净利润-35,722,770.94�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

限公司总资产为498,133,818.61�元，总负债为172,947,823.02� 元，净资产为325,185,995.59� 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3,777,604.10�元，净利润-101,457.0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3、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仙台大街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小容量注射剂、疫苗生产及技术咨询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9,688,097.76元，总负

债为387,057,296.37�元，净资产为152,630,801.39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917,332.92元，净利

润-30,539,392.4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资产为486,781,969.18�元， 总负债为303,828,059.74� 元， 净资产为182,953,909.44� 元，

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544,163.98�元，净利润30,323,108.0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4、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和龙市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制造批发销售、中成药、化学药制剂、保健食品、药材原料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65,634,945.81� 元， 总负债为

163,826,955.06�元，净资产为101,807,990.75� 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114,665,185.75� 元，净利

润2,768,537.4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210,298,780.38元，总负债为110,258,927.72�元，净资产为100,039,852.66� 元，2020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74,219,363.84�元，净利润-1,768,138.0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5、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通化市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制造销售低碱水泥、道路水泥、大坝水泥等特种水泥、通用水泥、有色水泥、水

泥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3.87%股权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13,492,473.70�元，总负

债为306,012,379.38�元， 净资产为307,480,094.32�元，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53,795,082.94�元，

净利润12,109,218.2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20年9月30日，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27,651,245.61�元， 总负债为317,417,552.76� 元， 净资产为310,233,692.85�

元，2020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6,265,860.40�元， 净利润2,753,598.53�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被担保人的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 股 比 例

（

%

）

担保金额

（亿元）

2019

年末资产负

债率（

%

）

2020

年

9

月末资

产负债率（

%

）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1.2 69.31 73.62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1.25 47.75 49.18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74 1.25 87.36 91.21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1.5 85.81 86.77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0.5 46.06 40.84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 0.06 89.85 89.20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100 0.06 91.07 92.73

吉林亚泰饭店有限公司

100 0.055 118.52 122.67

长春龙达宾馆有限公司

100 0.055 81.88 83.02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6.31 0.5 85.81 86.77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0.8 69.31 73.62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0.8 47.75 49.18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0.87 69.31 73.62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74 0.9 47.75 49.18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100 0.76 114.85 107.89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90.80 0.72 52.17 79.31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

92.15 0.72 53.10 34.72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0.72 71.72 62.42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100 0.72 61.67 52.43

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100 0.72 46.06 40.84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100 0.72 91.07 92.73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100 0.72 89.85 89.20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4 3 69.31 73.62

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73.87 0.75 49.88 50.57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

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270,146.05万元， 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88.10%； 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外的担保金额

累计为 9,500万元，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0.66%。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一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0552� � � �证券简称：凯盛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5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取消议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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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1月21日

3、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552

凯盛科技

2021/1/14

二、 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 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增补潘静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2、 取消议案原因

公司董事会收到潘静女士来函， 鉴于其拟任职我公司独立董事事项尚未获得原单位明确

许可，潘静女士经慎重考虑，决定不再参加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

七次会议于2021年1月18日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同意取消原拟提交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增补潘静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

取消议案的原因、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 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外，于2021年1月6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取消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1月21日14:30:00

召开地点：安徽省蚌埠市黄山大道8009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2、 网络投票的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1月21日

至2021年1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

2021-2023

年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于2021年1月6日披露于《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安徽华光光电材料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建材蚌埠玻璃工业

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凯盛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 报备文件

（一）股东大会召集人取消议案的有关文件。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1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

2021-2023

年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2021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简称：凯盛科技 证券代码：600552� � � �公告编号：2021-004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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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1月18

日下午14：00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7人。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超过半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有关议案，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取消将《关于增补潘静女士为独立董事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收到潘静女士来函， 鉴于其拟任职我公司独立董事事项尚未获得原单位明确

许可，潘静女士经慎重考虑，决定不再参加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选举。

经与会董事投票表决，7票通过，0票反对，0票弃权，100%通过。

特此公告。

凯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ST长城 公告编号:2021-007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股票可能因股价低于1元

将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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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简称：*ST长城，股票代码：002071）股

票已连续12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18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现将有

关风险提示如下：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2.1�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形

之一的，本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四）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

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2.3�上市公司连续十个交易

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

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本所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

决定之日止（以先达到的日期为准）：（一）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14.2.4条 上市公司出现本规则

第14.2.1条情形之一的，应当在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于公告后停牌。

本所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 向公司发出拟终止其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

书。上市公司应当在收到本所终止上市事先告知书后及时披露。

对于上述情况，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目前，公司正在持续改

善公司经营的基本面，优化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同时积极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努力改善公

司财务状况与资本结构。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并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071� � � �证券简称:*ST长城 公告编号:2021-008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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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5日、1月18日连续两个交易日

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经核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经核查，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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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目前正在持续改善公司经营的基本面，优化公司可持续经营能力；同时积极与债

权人进行沟通，努力改善公司财务状况与资本结构。

4、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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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经问询，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的东北证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

账户被动减持少量股份，但未达到公司总股本的1%；除此以外，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以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发生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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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股票上市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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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于2020年6月19日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

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20年6月22日起，并实施

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3、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票已连续12个交易日（2020年12月31日-2021年1月18日）每日

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继续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5009� � � �证券简称：豪悦护理 公告编号：2021-003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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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悦护理或公司）于2020年7月8日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7月23日召开202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资金正常周转使用及风险可控

的前提下，根据自有资金的情况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亿元（含15.00亿元）闲置自

有资金适时购买理财产品，并授权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实施和办理有关事项，授权期

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上述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年10月15日， 公司向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10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0-012）。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具体赎回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名

称

产品名

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收益率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1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结构性

存款

15,000 2020.10.15 2021.1.15

1.50%

-3.25%

15,000 124.58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现金管理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 1,500.00 1.07 0

2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0.84 0

3

银行理财产品

6,900.00 6,900.00 11.01 0

4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0 15,000.00 124.58 0

5

银行理财产品

15,100.00 0 0 15,100.00

6

银行理财产品

14,900.00 0 0 14,900.00

7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0 0 10,000.00

8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0 0 0 15,000.00

合计

81,400.00 26,400.00 137.50 55,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

最近一年净资产（

%

）

109.62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

/

最近一年净利润（

%

）

0.4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5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95,000

总理财额度

150,000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0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508� � � �证券简称：思维列控 公告编号：2021-008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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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前，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

东暨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欣先生、王卫平先生、郭洁女士分别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30,794,401

股、39,195,800股、56,011,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11.30%、14.38%、20.54%。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李欣先生、王卫平先生、郭洁女士减持期限届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累计分别减持公司股份677,720股、324,400股、474,562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分别为

0.25%、0.12%、0.17%，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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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洁

5%

以上第一大股东

56,011,200 20.54%

IPO

前取得：

40,008,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6,003,200

股

王卫平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9,195,800 14.38%

IPO

前取得：

27,996,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11,198,80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1,000

股

李欣

5%

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30,794,401 11.30%

IPO

前取得：

21,996,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

8,798,400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1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郭洁

56,011,200 20.54%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王卫平

39,195,800 14.38%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李欣

30,794,401 11.30%

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合计

126,001,401 46.22%

一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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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洁

474,562 0.17%

2020/7/22～

2020/7/29

集中竞

价交易

33.87－36.94

16,815,

650

未完成：

2,

325,998

股

55,536,638 20.38%

王卫平

324,400 0.12%

2020/7/22～

2020/7/29

集中竞

价交易

33.89－36.94

11,499,

859

未完成：

1,

635,390

股

38,871,400 14.26%

李欣

677,720 0.25%

2020/7/22～

2020/7/29

集中竞

价交易

33.31－36.74

22,944,

370

未完成：

862,000

股

30,119,681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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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思维自动化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1/19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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