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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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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意向书风险提示

1、意向书的生效条件：自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

2、意向书的履行期限：自意向书签署之日起，本意向书长期有效。

3、意向书的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

本意向书属于框架性合作协议，目的在于记载双方合作的初步意向，以供进一步洽谈

之用，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尚需双方的权力机构进行审批。

若未来双方就具体项目达成合作，将由双方协商一致后签订正式合作协议具体订明。

公司届时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进行判断，如合作事项触发信息披露要

求，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作意向书当事人介绍

甲方：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加格达奇路80号

法定代表人：张福礼

注册资本：208,3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涉及种植业、畜牧业、林业、工业、商贸、

旅游、物资供应、物流、建筑、农机、资本运营和科学研究等呼伦贝尔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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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作意向书的主要内容

（一）意向书名称：《智能高效农业节水灌溉系统合作意向书》

（二）签署时间：2016年1月19日

（三）合作原则：本着“互利互惠、优势互补、诚实守信、共同发展” 的原则，双方在符

合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前提下，着眼长远共同发展，建立长效机制，保持双方合作的长期稳

定。

（四）合作项目———智能高效农业节水灌溉系统项目

本项目由乙方对甲方的农牧用地进行高效农业节水灌溉系统改造， 由乙方负责相应

内容的规划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及项目管理。 甲方采用按效果付费方式每年支付乙方

服务费。

经友好协商， 双方商定于2016年至2017年两年内对呼伦贝尔农垦集团60万亩农牧用

地进行智能高效农业节水灌溉系统改造， 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基于节水灌溉改造效果购买

服务，服务运营收益期为10年。 针对60万亩农牧耕地进行改造，乙方将根据土地情况对其

进行土地平整、电路架设、水源提取、滴灌改造、喷灌改造等建设，预计总投入6.5亿元人民

币，待改造完成后每亩每年收取的服务费为200至250元之间，运营收费期为10年（不含建

设期），运营期内由乙方负责相应系统的运营维护，待运营期到期后乙方将改造的节水灌

溉系统无偿交付给甲方。 项目建设内容、工程进度、付款方式等具体内容另行签订合同约

定。

四、合作意向书对公司的影响

1、此次签署的合作意向书，促进了公司与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的进一步合作，有利于

双方预计开展的呼伦贝尔市“智慧生态” 相关项目的顺利进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业

务，对公司未来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2、本合作意向书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无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公司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 《智能高效农业节水灌溉系统合作意向

书》。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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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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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2月01日披露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公告》（临2015-050号）， 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朱蓉娟女士

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大事项， 公司股票于2015年11月30日起停

牌。 2015年12月05日，公司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临2015-052号），并于

2016年01月06日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临2016-002号），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6年01月06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2015年12月12日、2015年12月19日、 2015年12月26日、2016年01月04日、2016年01

月13日、2016年01月20日公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临

2015-054号、 临2015-055号、 临2015-058号、 临2016-001号、 临2016-004号、临

2016-005号）。

2016年01月2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临2016-007）。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以来，本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

各项工作，已初步达成重组意向，并初步确定标的资产的范围。 经过初步协商论证，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公司拟采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包括但不限于河南德宝恒生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德宝” ）在内的多个独立第三方公司的100%股权，同时拟向

包括本公司控股股东在内的不超过10位特定对象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可能包含多个独立的第三方公司100%的股权，本

公司目前正在积极沟通协商中。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及细节尚未最终确定。 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已经确

定，中介机构已完成前期的初步尽职调查，现正在开展审计、评估、财务顾问等方面的工作，

并对交易具体方案进行进一步研究、论证；本公司与各中介机构尚未签订重组服务协议，公

司将在与独立财务顾问等中介机构协商确定服务协议的具体条款后签订相关服务协议。

鉴于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将按照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关注，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0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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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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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亏损

金额币种：人民币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亏损：50,000万元至56,000万元 亏损：33,051.33万元

比上年同期亏损增加：51.28%至69.43%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约0.83元至0.93元 亏损：0.55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本期业绩亏损的主要原因为：1、发电量下降、电价及补

贴不能覆盖发电成本；2、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开展

中山市深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46亩土地政府收储工作的议

案》， 依据中山市政府收储土地的相关文件精神及中山市政府市

长办公会议纪要确定的收储原则， 公司积极开展相关收储工作，

并按规定于年末对中山市深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346亩土地进

行评估，预计收储价格低于账面净值。 本着稳健审慎原则，公司拟

对该土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的初步测算，具体财务数据将

在2015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和巨潮资讯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2、 公司有关计提减值准备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3、鉴于公司 201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经公司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的公司 2015�年度的净利润亦为负值，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2.1关于退市风险警示的相关规定，

若公司“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或者因追

溯重述导致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 公司股票在

公司 201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敬请广

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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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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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应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的审议事项。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1月26日14:3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新塘镇广深大道西1号1幢水电广场A-1商务

中心19层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远方先生因公无法主持会议，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总经理谢彦辉先生主持会议；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14,721,

19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5.719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13,327,19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5.4876%，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5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

393,995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2319%，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49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广东

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投资设立粤水电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4,221,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71%；反对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向全资子公司中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4,200,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574%；反对5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投资建设广东韶关乳源大布风电项目二期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4,221,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71%；反对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投资建设广东省徐闻县鲤鱼潭光伏发电项目一期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4,221,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71%；反对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投资建设新疆阿克苏柯坪县光伏发电项目一期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4,221,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71%；反对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投资建设新疆阿克苏阿瓦提光伏发电项目二期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4,221,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71%；反对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4,200,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574%；反对52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取消为全资子公司广东晨洲水利投资有限公司担保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4,221,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71%；反对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有表决权股东赞成214,221,1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71%；反对50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学琛、陈志松。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粤水电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章程指引》、《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粤水电《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7日

证券代码：

600091

证券简称：

*ST

明科 公告编号：

2016-006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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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包头市达尔罕贝勒酒店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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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5,320,81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36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人） 5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1,730,724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55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数（人） 1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90,09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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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国春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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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独立董事王道仁、孙立武、周序中；董事吴振清、苗文政

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金红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311,814 99.99 9,000 0.01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311,814 99.99 9,000 0.01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85,176,614 99.92 144,200 0.08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李国春 182,035,727 98.22 是

4.02 李靖波 182,035,727 98.22 是

4.03 关 明 182,035,727 98.22 是

4.04 高大林 182,035,727 98.22 是

4.05 吴振清 182,035,727 98.22 是

4.06 苗文政 182,035,727 98.22 是

5、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王道仁 182,335,727 98.38 是

5.02 孙立武 182,335,727 98.38 是

5.03 周序中 182,335,727 98.38 是

6、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兰俊玲 182,695,727 98.58 是

6.02 刘金红 182,695,727 98.5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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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的议案

32,857,373 99.97 9,000 0.03 0 0.00

2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

本的议案

32,857,373 99.97 9,000 0.03 0 0.00

3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32,722,173 99.56 144,200 0.44 0 0.00

4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

4.01 李国春 29,581,286 90.00

4.02 李靖波 29,581,286 90.00

4.03 关?明 29,581,286 90.00

4.04 高大林 29,581,286 90.00

4.05 吴振清 29,581,286 90.00

4.06 苗文政 29,581,286 90.00

5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

议案

5.01 王道仁 29,881,286 90.92

5.02 孙立武 29,881,286 90.92

5.03 周序中 29,881,286 90.92

6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

的议案

6.01 兰俊玲 30,241,286 92.01

6.02 刘金红 30,241,286 92.0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

审议的（一）、（二）、（三）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四）、（五）、（六）议案

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车千里、张明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 《证券法》、《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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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包头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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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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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于2016年1月21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16年1月25日下午在公司22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林耀棠先生主持，应到董事9人，8名董事亲自出席会议，徐勇独立董

事委托麦志荣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全部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审议，通过

了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收购佛山市南海裕泉自来水有限公司生活供水管网资产及签订相

关协议的议案。 （7票同意，2票回避表决）

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临2016-005号《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哈尔滨、大庆、牡丹江三市餐厨垃圾项目股权并签署相关协议

的议案。 （全部9票同意）

同意以现金和增资方式受让西藏中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哈尔滨天人瑞和生物质能

源有限公司70%股权、大庆宇合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90%股权、牡丹江瑞嘉环保服务有

限公司90%股权，对价为人民币16320万元，从而获得哈尔滨、大庆、牡丹江三市餐厨垃圾

处理项目特许经营权。 哈尔滨天人瑞合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拥有哈尔滨餐厨垃圾处理

BOT项目，设计规模为300吨/日，特许经营权为20年（不含建设期）。项目目前处于建设阶

段，预计于2017年投产运营。

大庆宇合环保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拥有大庆餐厨垃圾处理BOT项目， 设计规模包括餐

厨垃圾处理150吨/日及粪便处理50吨/日，特许经营权为20年（不含建设期）。项目目前处

于筹备阶段，尚未开工建设。

牡丹江瑞嘉环保服务有限公司拥有牡丹江餐厨垃圾处理BOT项目，设计规模为300吨

/日，特许经营权为20年（不含建设期）。 项目目前处于筹备阶段，尚未开工建设。

董事会认为，公司已建成并运营南海餐厨垃圾处理项目，拥有餐厨垃圾从收运体系到

处理环节的相关工程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可复制到本次收购项目中；本次收购将进一步

巩固公司在固废处理产业、特别是有机垃圾处理板块的竞争优势，将有利于实现全国性的

固废处理业务扩张及餐厨等有机垃圾处理项目布点。 本投资符合公司“十三五”战略发展

需要。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以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南海瀚蓝固废处理投资有限公司为主体，根

据上述原则签署相关合作协议并办理工商登记等事项。

三、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提供2015

年度审计服务费用的议案。 （全部9票同意）

同意确定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普通特殊合伙）为公司提供年度审计费用共

为人民币198.5万元。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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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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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交易无重大交易风险。

● 过去12个月，公司与佛山市南海裕泉自来水有限公司未发生同类型的关联交易。

●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2016年1月25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联董事已回避了表决。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拟由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南

海区樵南水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樵南水务” ）向佛山市南海裕泉自来水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裕泉水司” ）出资2,252.22万元人民币，收购裕泉水司拥有之生活供水管网资产。

由于本次交易对象裕泉水司是公司控股股东的母公司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下

属的二级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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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裕泉水司或其他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

关的关联交易不存在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情况。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佛山市南海裕泉自来水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佛山市南海

办公地点：佛山市南海区西樵太平

法人代表：杜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叁佰捌拾万元

主营业务：产销自来水（持取水许可证经营）；销售制供水设备及原材料；自来水管道

设备安装、维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

后放可经营）

实际控制人：广东南海控股投资有限公司

（二）关联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

裕泉水司主要负责向西樵纺织产业基地、属下的电厂、水煤浆厂提供工业用水，约占

总供水量的60%；同时向西樵镇西片的太平、稔岗、河岗、新河、百西、平沙等村委提供生活

用水，约占总供水量的40%，目前日均生活供水量约为3万立方米。 裕泉水司的工业供水管

网与生活供水管网是分开独立运营的。 本次出售的是生活供水管网。

（三）本公司与裕泉水司之间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保持相互独

立，没有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关联交易和债权债务往来。

（四）关联方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5年12月31日，裕泉水司资产总额为4996万元，净资产为2676万元，营业收入

为3015万元，净利润为509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裕泉水司生活供水管网资产。

（二）交易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的裕泉水司生活供水管网资产产权清晰, 目前未有资料显示存在未了结或

可预见的对供水管网财务、经营及资产状况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的重大诉讼、仲裁、执行

或行政处罚；亦不存在与供水管网有关的诉讼、仲裁、执行或行政处罚，不存在其他权利受

限制的情况。 列入收购范围的供水管网均未被设定抵押或者被司法机关查封。

（三）相关资产运营情况的说明

1、根据裕泉水司现行有效营业执照,其经营期限为长期,处于合法经营期限以内。

2、截止至目前裕泉水司不存在经股东会决议解散或被有关部门依法责令关闭而解散

的情形。

3、裕泉水司已经通过了2015年度企业年检。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原则和方法

1、本次资产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

2、评估基准日：2015年6月30日。

3、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的账面价值为1312.03万元，评估价值为2252.22万元，评估

增值940.20万元，增值率为72%。 造成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1）评估对象中部分管网

为盘盈资产；（2）供水管网工程的造价成本在近几年有一定幅度的上涨。

4、双方确定以评估值2252.22万元作为本次交易的价格。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推进南海区供水合作的计划，扩大了公司在南海区的供水范围。

六、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在召开董事会会议前，本关联交易已获得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2016年1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

佛山市南海裕泉自来水有限公司生活供水管网资产及签订相关协议的议案》。其中关联董

事林耀棠、李志斌回避表决，其余非关联董事均同意上述关联交易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此次关联交易需要报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批准。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公

有资产管理办公室《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关于佛山市南海裕泉水司部分供

水管网资产评估报告核准的通知》（南公资〔2015〕430号文），佛山市南海区公有资产管

理办公室已批准此次交易。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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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深天地A，股票代码：000023）自2015年9月1

日开市起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2015年9月1日， 公司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9），根

据重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10日、9月17日、9月24日、

10月14日、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4日、11月11日、11月18日、11

月25日、12月2日、12月9日、12月16日、12月23日、12月30日、2016

年1月6日、1月13日、1月20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

牌 进 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15-051、2015-053、2015-055、

2015-060、2015-063、2015-065、2015-068、2015-069、

2015-073、2015-083、2015-088、2015-090、2015-093、

2015-095、2015-097、2016-001、2016-002、2016-004）。 2015

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

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59）。 2015年11月14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继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停牌期满后申请继续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2015-071）。2015年12月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继

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及申请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87）。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如下：

1、交易对手方

由于深圳赢医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张忠夫将其所持有的深圳

赢医通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给叶建明，因此本次交易对手方包括

但不限于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

宜华健康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友德医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杜建

国和董应心，以及深圳赢医通科技有限公司股东深圳七大二小投资

有限公司、广东赢医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康知家医药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广州三重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周松祥、容少

群、李灿升、赵贵廷、郑浩涛、孟庆海、岑波、黄少雄、骆飞、陈建华、王

连倩、刘贤能、叶建明、潘婷和谢永忠。

2、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基本内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正在洽谈的拟收购标的为两家公司，由于

深圳赢医通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完成增资，基本情况如下：

（1）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311928631H

注册号：440301111029366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55.555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周智

成立日期：2014年08月07日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苑路东方科技大厦2201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与销售

（2）深圳赢医通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638720258

注册号：440301106946734、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50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李佑

成立日期：2013年03月13日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中四道31号研祥科技大厦五

楼Ｂ1单元

经营范围：电子产品的批发销售，计算机的技术开发及销售，国

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公司本次交易拟向两家标的公司深圳友德医科技有限公司、深

圳赢医通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以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分别购买部

分或全部股权，同时向战略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聘请新时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财务顾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的审计机构。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涉及的各项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

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工作，并对相关实施方案、程序进行商讨和

论证中，会计师已进场对标的公司开展预审工作。 鉴于该事项存在

不确定性，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

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的进展公告，直至相

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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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媒体刊登的信

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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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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告所载2015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具体数据以公司2015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

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15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合并口径）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收入 37,630.68 17,881.60 110.44

营业利润 21,742.34 9,179.62 136.85

利润总额 22,063.72 9,476.60 132.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5,700.46 6,757.91 132.3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2.21 1.11 99.1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65% 18.04% 增加5.61个百分点

项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454,364.08 319,302.45 42.3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95,325.49 42,040.47 126.75

股本 7,625.00 6,100.00 25.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12.50 6.89 81.42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2015年，上证综指涨幅9.41%、中债总净价（总值）指数涨幅

3.97%，全年股票成交额同比增长242.85%、境内证券市场筹资额

同比增长252.23%。 但股票市场波动剧烈，上证综指全年振幅达到

71.95%。

2015年，公司按照“稳中求进” 的工作方针，切实防范经营风

险，积极推进各项业务的规范创新发展，取得了良好的经营业绩。

报告期内，公司的证券经纪、证券信用交易、投资银行、资产管理、

证券投资交易等主营业务收入相比上年均有较大幅度增长。

2015年6月份， 公司完成了A股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工作，补

充了公司资本金,增强了公司资本实力。

三、上网公告附件

经公司法定代表人杨德红先生、 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蒋忆

明先生、 会计机构负责人谢乐斌先生签字并盖章的资产负债表和

利润表。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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