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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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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华钰矿业 公告编号：

2018-104

号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

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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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30日，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8年11月29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

知书》[181499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现需要公司及相关中介机

构就相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30天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将按照通知书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 并在规定的期限内将相关材

料报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届时，公司将及时披露反馈意见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

:

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

2018-038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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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 2018年11月30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一致

行动人李润泽先生的告知，李润泽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李学峰先生之孙，其于2018年11月30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在二级市场合计增持了526,500股公司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增强广大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投资者权益和

资本市场的稳定，特使用自有资金增持公司的股票。

二、本次增持前后增持人的持股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前持股数（股） 本次增持股数(股) 增持后持股数（股）

增持后持股比例

（%）

李润泽 3,287,234 526,500 3,813,734 0.7709

三、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价值的判断及未来发展的信心，本着共同促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社会责任，在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制度的规定条件下，李润泽先生不排除未来在合适的价格区间内继续通过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四、其他说明

1、李润泽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次增持及后续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

3、本次增持及后续可能的增持计划的履行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

的上市地位。

4、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股票简称：轻纺城 股票代码：

600790

编号：临

2018－030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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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经营集团）致函浙江中国轻纺城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轻纺城、公司），计划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增持轻纺城A股股份，拟增

持股份价格不高于人民币4.5元/股。 所用资金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13,000万元，且

增持比例不高于轻纺城总股本的2%。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轻纺城股票价格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区间， 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

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公司于2018年11月30日收到控股股东关于《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拟增

持轻纺城股份的函》，开发经营集团计划增持轻纺城股份，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增持主体：绍兴市柯桥区中国轻纺城市场开发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2、增持主体已持有公司股份的数量、持股比例：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开发经营集团持有公司524,450,75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5.78%。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增持股份的目的：基于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信心，以及对轻纺城公司资产价值的认可，维护资本

市场的良好形象，拟增持轻纺城股份公司股份。

2、本次拟增持股票的种类：轻纺城A股普通股股票。

3、本次拟增持股份的金额和比例：本次增持股份的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万元，不高于人民币

13,000万元，且增持比例不超过轻纺城总股本的2%。

4、本次拟增持股份的价格：不高于人民币4.5元/股。

5、本次拟增持股份的方式 ：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或采取大宗交易方式。

6、本次增持股份计划实施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6个月内。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

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增持计划应当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由公司及时披露。

7、本次拟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开发经营集团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已作出统筹安排）。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公司股票价格超出增持计划披露的价格区间，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

2、开发经营集团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开发经营集团承诺不减持所持有的轻纺城全部股

份。 后期若进行减持，将严格遵守有关监管规定。

3、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开发

经营集团增持计划实施相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中国轻纺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8

—

75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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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本公司股东长海县獐子岛大耗经济发展

中心（以下简称“大耗经济发展中心” ）通知，获悉大耗经济发展中心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长海县獐子岛

大耗经济发展

中心

否 10,000,000 2018/11/27 2019/01/14

东吴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53% 融资

合 计 10,000,000

二、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870.5645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万股的6.85%。大耗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

积数为3,800万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78.02%，占公司总股本的5.34%。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日

证券代码：

600985

证券简称：淮北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77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完成吸收合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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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吸收合并概述

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并集中管理，提高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淮北矿业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2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

公司吸收合并的议案》，同意以子公司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涣焦化” ）为主体，吸收合

并子公司安徽临涣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涣化工” ），吸收合并完成后，临涣焦化继续存续，

临涣化工将依法注销，临涣化工的所有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均由临涣焦化依法

承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9月21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子

公司吸收合并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5）。

二、本次吸收合并的完成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淮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临涣焦化最新《营业执照》及临涣化工《准予注销登

记通知书》，至此，临涣焦化吸收合并临涣化工工作已全部完成，临涣化工依法完成注销。

临涣焦化吸收合并临涣化工后，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临涣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6007749755817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濉溪县韩村镇小湖孜

法定代表人：郑仁勇

注册资本：1090816936元

成立日期：2005年05月24日

营业期限：2005年5月24日至******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发电类。 一般经营项目：焦炭、化工产品生产、销售和相关产品的开发，销

售煤炭、金属材料及制品、铁矿石、化肥、机械电子设备及配件。 （以上涉及行政许可的除外）

临涣焦化同时完成了其《章程修正案》的工商备案手续。

特此公告。

淮北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2月1日

股票简称：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000903

编号：

2018

—

065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持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29日召开2018年第十一次董事会

临时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的预案》，具体内容详见2018

年11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本次回购无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现将公

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18年11月29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

名称、持股数量及持股比例的情况公告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云南云内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650,142,393 32.99

2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云南信托·大西部丝绸之路2号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39,097,790 1.98

3

泰达宏利基金－浦发银行－粤财信托－粤财信托·浦发绚丽5号结构化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22,085,888 1.12

4 安徽中安资本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19,631,900 1.00

5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1,890,800 0.60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华鑫盛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9,815,950 0.50

7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975,480 0.40

8 兴业财富资产－兴业银行－上海兴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975,460 0.40

9 邓永安 5,904,859 0.30

10 陈琳 4,200,000 0.21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1628

证券简称：中国人寿 编号：临

2018－06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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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11月27日以书面方

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8年11月30日以书面审议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人。 会议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人选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127

证券简称：昭衍新药 公告编号：

2018-086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之一股份解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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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11月30日，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冯宇霞女士将其持有公司质押股份解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2017年12月19日， 冯宇霞女士将其持有的2,030,000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德邦证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质押时间为一年；2018年3月2日，冯宇霞女士将其

持有的4,300,000股限售流通股质押给德邦证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质押时间为一年；

2018年 10�月 22日，冯宇霞女士在德邦证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延期购回业务，将其原质押给德邦

证券的3,850,000股（详细内容请参阅公司于2017年10月27日披露的质押公告）限售流通股办理了延

期购回，延期质押时间为一年，购回日为2019年10月22日。

因公司于2018年5月实施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所以冯宇霞女士累计质押的

股份相应由10,180,000股变为14,25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39%。

冯宇霞女士本次提前解质押股份的数量合计为14,252,000股，于2018年11月28日和29日分别解质

押5,390,000股和8,862,000股，合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2.39%。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冯宇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32,703,3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8.44%。 本次解质押后，冯宇霞女士所持股份已不存在质押股份。

特此公告。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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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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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8年11月23日，公司以信函方式通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18年11月30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

的董事人数为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为9名。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与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部分原由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持有的公司股权，现将按国有资产相关规定，最终划转至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事

投资” ）。 从产业相近考虑，久事投资拟将其中九家划转股权委托公司进行股权管理，并签订《股权委托管理协议》及支付相应的委托管

理费。

委托管理的股权标的为：上海外环石油有限公司15%股权、上海虹莘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上海环城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

上海环隆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上海炼星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上海绿畅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上海申环加油站有限公司

51%股权、上海通城石油有限公司40%股权、上海九环汽车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5%股权。

鉴于久事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受托管理关联方所持股权。

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是出租汽车运营和汽车租赁。 从产业相近考虑，久事投资拟通过股权委托管理方式将股权交由公司实施管理，

既与公司出租汽车运营和汽车租赁产业相近，又能拓展公司的收入来源。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受托管理关联方所持股权，不涉及股权收购，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

运营、财务状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关联董事叶章毅、周耀东、邹国强、曹奕剑回避表决。

具体关联交易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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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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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产业相近考虑，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事投资” ）拟将其正在接收的九家加油/气站股权委托本公司进行

股权管理。上述股权系原由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持有，现正按照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脱钩企业工作的部署划转至久事投资。目前，相关国有资

产划转手续正在办理中。

● 鉴于久事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事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故此次股权委托管理事项构

成关联交易。

● 公司九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委托管理议案，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 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5%。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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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关联交易为公司受托管理股权，不涉及股权收购，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持续经

营、公司治理、财务状况、经营结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一、股权委托管理概述

按照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脱钩企业工作的相关部署，部分原由市级行政事业单位持有的公司股权，现将按国有资产相关规定，最终划

转至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事投资” ）。 从产业相近考虑，久事投资拟将其中九家加油/气站的划转股权委托本公司

进行股权管理。

拟委托管理的股权标的为：上海外环石油有限公司15%股权（以下简称“外环石油公司” ）、上海虹莘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以

下简称“虹莘加油站” ）、上海环城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以下简称“环城加油站” ）、上海环隆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以下简称

“环隆加油站” ）、上海炼星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以下简称“炼星加油站” ）、上海绿畅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以下简称“绿畅

加油站）、上海申环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以下简称“申环加油站” ）、上海通城石油有限公司40%股权（以下简称“通城石油公

司” ）、上海九环汽车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5%股权（以下简称“九环天然气” ）。

久事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事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受托管理股权。

公司过去12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别相关的交易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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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委托方介绍

委托方（关联方）名称：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28号34楼G座

法定代表人：鲁国锋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整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除金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上海久事（集团）有限公司

业务状况：久事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久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久事集团旗下专业从事投资和资本运营业务的投融资公司。 久事

投资于2015年6月1日正式开始运营，注册资金为5亿元人民币，主要开展股权直投和市值管理业务，同时聚焦于产业基金的运作。

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年 2017（经审计） 2016（经审计）

资产总额（万元） 55,585.22 43,865.35

负债（万元） 549.81 502.57

资产净额（万元） 55,035.41 43,362.78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万元） 2,609.69 2,298.23

注：久事投资目前暂无营业收入，其利润主要来源于股权收益。

关联方与上市公司间关系：本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和人员等方面独立于关联方。

三、委托管理的股权标的情况

（一）上海外环石油有限公司15%股权

1、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外环石油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油，柴油，润滑油（均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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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8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峰

注册地点：外环线武威路立交桥南外侧

成立时间：1999年01月27日

2、股权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股权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股权标的公司在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办理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1

中海油星城销售

上海有限公司

85%

汽油批发 （带储存设

施），成品油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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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1996年10月09

日

上海市嘉定

区南翔镇槎

溪路20号

2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5%

实业投资、 投资咨询、资

产管理（除金融）。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0000.00

2011年2月16

日

上海市黄浦

区中山南路

28号34楼G

座

4、股权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99万元,净资产为168万元； 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10,189万元，净利润为94万元。 上述

2017年数据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公司拟受托管理久事投资持有的外环石

油公司15%股权，当年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的外环石油公司经中介机构审定的年初净资产份额值25万元确定。

（二）上海虹莘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

1、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虹莘加油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油，柴油，煤油，润滑油，汽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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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0万元

法定代表人：孟沛泉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莘朱路1058号（外环线）

成立时间：2000年09月29日

2、股权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股权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股权标的公司在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办理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

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1

上海高盈实

业发展有限

公司

9.6%

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石油制品（除

专控）、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机

械设备、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包装材料、汽车配

件、百货、预包装食品（含冷冻冷藏、不含熟食

卤味）的销售，在商务、投资领域内的技术咨询

和技术服务， 保险公司授权代理范围兼业代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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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

2002年 1月

15日

中国（上

海）自由

贸易试验

区浦东南

路1088号

1601A室

2

中国石油天

然气股份有

限公司

39.4%

石油天然气勘查、 开采 （有效期以许可证为

准）；原油的仓储、销售；成品油的销售；陆上采

油（气）、海上采油（气）、钻井、物探、测井、录

井、井下作业、油建、储运、海油工程、危险化学

品的生产（有效期至2017年10月13日）；预包

装食品、乳制品（不含婴幼儿配方乳粉）销售

（限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其经营

内容和经营期限以许可证为准）；烟的销售（仅

限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营，

其经营内容和经营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燃气

经营 （限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

营，经营项目及有效期以许可证为准）；危险化

学品经营（限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分

支机构经营， 经营项目及有效期以许可证为

准）；住宿、报纸期刊图书的零售、音像制品经

营，水路运输，道路运输、运输代理、船舶代理、

三类汽车维修（以上仅限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分

支机构经营， 其经营内容和经营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运营；石油勘查、

开采和石油化工及相关工程的技术开发、咨询、

服务；进出口业务；炼油；石油化工、化工产品生

产与销售；管道生产建设所需物资设备、器材、

润滑油、汽车零配件、日用百货、农用物资的销

售；房屋和机械设备的租赁；纺织服装、文体用

品、五金家具建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充值卡、

计生用品、劳保用品的零售；彩票代理销售、代

理收取水电公用事业费、票务代理、车辆过秤服

务，广告业务、汽车清洗服务。 （企业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18302097.00

1999年11月

05日

北京市东

城区安德

路16号

3

上海久事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51%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除金融）。【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50000.00

2011年 2月

16日

上海市黄

浦区中山

南路28号

34楼G座

4、股权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661万元,净资产为1,383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9,424万元，净利润为1,176万元。

上述2017年数据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公司拟受托管理的虹莘加油站51%

股权，当年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的虹莘加油站经中介机构审定的扣除利润分配后的净资产份额值106万元确定。

（三）上海环城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

1、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环城加油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成品油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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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80万元

法定代表人：杨峰

注册地点：宝山区外环线二期近田堵路

成立时间：2001年11月12日

2、股权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股权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股权标的公司在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办理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1

中海油星城销售上海有

限公司

35%

汽油批发（带储存设

施）， 成品油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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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1996年10月

09日

上海市嘉定

区南翔镇槎

溪路20号

2

中海油海星贸易上海有

限公司（原名为上海星

城润滑油有限公司）

15%

润滑油、日用百货、工

艺品、劳防用品、汽车

饰品、办公用品、电子

产品、针纺织品、五金

交电、家用电器、食用

农产品（不含生猪产

品、 牛羊肉品） 的销

售，食品流通，烟草专

卖零售 （取得许可证

件后方可从事经营活

动），保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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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0

2001年03月

21日

上海市嘉定

区江桥镇曹

安路2459号

2幢2楼B区

3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0%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除金融）。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0000.00

2011 年 2 月

16日

上海市黄浦

区中山南路

28号34楼G

座

4、股权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14万元,净资产为211万元； 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9,053万元，净利润为30�万元。 上述

2017年数据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公司拟受托管理久事投资持有的环城加油站50%股权， 当年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的环城加油站经中介机构审定的年初净

资产份额值105.5万元确定。

（四）上海环隆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

1、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环隆加油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成品油、润滑油、汽配、日用百货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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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沈荣

注册地点：宝山区真陈路1000号

成立时间：2002年10月22日

2、股权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股权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股权标的公司在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办理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

点

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

公司

49%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成品油： 汽油、煤

油、柴油[闭杯闪点≤60℃]；其他危险化

学品；石油气（城镇燃气除外）、天然气

[富含甲烷的]（城镇燃气除外）、石脑油；

柴油 （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

至2019年12月12日）；汽油、煤油、柴油

仓储业务（成品油仓储经营批准证书有

效期至2019年03月24日）；销售食品；以

下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 零售汽油、煤

油、柴油，燃气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零

售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零售保健食品，零售卷

烟、雪茄烟；油（气）库、加油（气）站的规

划、设计和建设；石油管道及相关设施的

投资、建设、维护；销售润滑油、燃料油、沥

青、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汽车（不

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摩托车及零配件；

零售纺织、服装、日用品、五金、家用电器

及电子产品、充值卡；委托代理收取水电

费、 票务代理服务； 日用百货便利店经

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汽车清

洗服务；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咨询服务、技

术应用研究和计算机软件开发； 与经营

业务有关的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汽车装饰。（该公司2015

年3月31日前为内资企业， 于2015年3月

31日变更为外商投资企业； 销售食品销

售食品销售食品销售食品销售食品以及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2840300.00

1985年03

月15日

北京市

朝阳区

朝阳门

北大街

22号18

层

2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1%

实业投资、 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 （除金

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

门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0000.00

2011 年 2

月16日

上海市

黄浦区

中山南

路 28号

34 楼 G

座

4、股权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085万元,净资产为85万元； 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18,414万元，净利润为197万元。上述

2017年数据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公司拟受托管理久事投资持有的环隆加油站51%股权， 当年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的环隆加油站经中介机构审定的年初净

资产份额值43万元确定。

（五）上海炼星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

1、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炼星加油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汽油、柴油的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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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峰

注册地点：上海市嘉定区华江公路230弄59号

成立时间：1999年02月01日

2、股权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股权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股权标的公司在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办理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1

中海油星城销售上海有

限公司

50%

汽油批发（带储存设

施）， 成品油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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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1996年10月

09日

上海市嘉定

区南翔镇槎

溪路20号

2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0%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

资产管理（除金融）。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 经相关部门批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0000.00

2011 年 2 月

16日

上海市黄浦

区中山南路

28号34楼G

座

4、股权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1,174万元,净资产为137万元； 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11,002万元，净利润为28万元。上述

2017年数据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公司拟受托管理久事投资持有的炼星加

油站50%股权，当年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的炼星加油站经中介机构审定的年初净资产份额值68.5万元确定。

（六）上海绿畅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

1、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绿畅加油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零售汽油，柴油，润滑油，汽车配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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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卢铭

注册地点：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西路779号

成立时间：2000年06月09日

2、股权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股权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股权标的公司在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办理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1

上海中油浦东石油销

售有限公司

50%

汽油、煤油、柴油、石油制品（除

专控） 的批发， 加油设备的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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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00

2000年 05月

22日

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

验区世纪大

道 1200号 19

层002号席位

2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50%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除金融）。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50000.00

2011年2月16

日

上海市黄浦

区中山南路

28号 34楼 G

座

4、股权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2,094万元,净资产为1,954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8,674万元，净利润为1,293万元。

上述2017年数据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公司拟受托管理的绿畅加油站50%

股权，当年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的绿畅加油站经中介机构审定的扣除利润分配后的净资产份额值334万元确定。

（七）上海申环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

1、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申环加油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汽油，柴油，润滑油，汽车配件，日用百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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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5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陆佳宏

注册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外环线漕宝路内侧

成立时间：1999年06月10日

2、股权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股权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股权标的公司在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办理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

点

1

中国石化销售有限

公司

49%

不带有储存设施经营成品油： 汽油、

煤油、柴油[闭杯闪点≤60℃]；其他危

险化学品；石油气（城镇燃气除外）、

天然气 [富含甲烷的]（城镇燃气除

外）、石脑油；柴油（成品油批发经营

批准证书有效期至2019年12月12

日）；汽油、煤油、柴油仓储业务（成品

油仓储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至2019

年03月24日）；销售食品；以下项目限

分支机构经营： 零售汽油、 煤油、柴

油，燃气经营，危险化学品经营，零售

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

幼儿配方乳粉），零售保健食品，零售

卷烟、雪茄烟；油（气）库、加油（气）

站的规划、设计和建设；石油管道及

相关设施的投资、建设、维护；销售润

滑油、燃料油、沥青、文化用品、体育

用品及器材、汽车（不含九座以下乘

用车）、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纺织、

服装、日用品、五金、家用电器及电子

产品、充值卡；委托代理收取水电费、

票务代理服务； 日用百货便利店经

营；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汽车

清洗服务；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咨询服

务、 技术应用研究和计算机软件开

发；与经营业务有关的培训；货物进

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汽车

装饰。 （该公司2015年3月31日前为

内资企业， 于2015年3月31日变更为

外商投资企业；销售食品销售食品销

售食品销售食品销售食品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2840300.00

1985年03

月15日

北 京 市

朝 阳 区

朝 阳 门

北 大 街

22 号 18

层

2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51%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除金

融）。【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0000.00

2011 年 2

月16日

上 海 市

黄 浦 区

中 山 南

路 28 号

34 楼 G

座

4、股权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84万元,净资产为-85万元； 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19,308万元，净利润为-77万元。 上述

2017年数据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公司拟受托管理的申环加油站51%股权，

因申环加油站的净资产小于实收资本，当年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的申环加油站实收资本份额值25.5万元确定。

（八）上海通城石油有限公司40%股权

1、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通城石油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汽油零售，柴油零售，润滑油、油品包装物零售，食用农产品（不含生猪产品、牛羊肉品）的销售，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

冻冷藏、不含熟食卤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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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峰

注册地点：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新联村杨家244号

成立时间：2001年03月12日

2、股权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股权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股权标的公司在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办理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1

中海油星城销售上海

有限公司

60%

汽油批发（带储存设施），成品

油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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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0

1996年10月

09日

上海市嘉定

区南翔镇槎

溪路20号

2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40%

实业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除金融）。【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50000.00

2011年 2月

16日

上海市黄浦

区中山南路

28号34楼G

座

4、股权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463万元,净资产为110万元； 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2,756万元，净利润为2万元。上述2017

年数据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公司拟受托管理久事投资持有的通城加油站

40%股权，当年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的通城加油站经中介机构审定的年初净资产份额值44万元确定。

（九）上海九环汽车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5%股权

1、股权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上海九环汽车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经营范围：车用天然气设备的开发、改装、天然气加气站的建设与经营，提供天然气加气站工程的技术咨询和服务，燃气经营（仅限

非管道燃气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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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谢冰

注册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泥城镇新城路2号24幢C1525室

成立时间： 2002年04月28日

2、股权标的权属状况说明

股权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未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

转移的其他情况。

3、股权标的公司在国有资产划转手续办理后的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

（万元）

成立时间 注册地点

1

上海昆仑新奥清洁能源

股份有限公司

95%

车用液化气设备的

开发、改装，液化气

加气站的建设与经

营，提供液化气加气

站工程的技术咨询

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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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1997年09月

11日

上海市周家

嘴 路 1021

号2幢

2

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5%

实业投资、 投资咨

询、资产管理（除金

融）。【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50000.00

2011年 2月

16日

上海市黄浦

区中山南路

28号34楼G

座

4、股权标的公司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7年12月31日，该公司资产总额为3,37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2,599万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2,663万元，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为-26万元。上述2017年数据经天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公司拟受

托管理久事投资持有的九环天然气5%股权， 当年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的九环天然气经中介机构审定的年初净资产份额值130

万元确定。

四、股权委托管理协议（草案）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委托管理的股权标的：上海外环石油有限公司15%股权、上海虹莘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上海环城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

上海环隆加油站有限公司51%股权、上海炼星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上海绿畅加油站有限公司50%股权、上海申环加油站有限公司

51%股权、上海通城石油有限公司40%股权以及上海九环汽车天然气发展有限公司5%股权。

3、委托管理的方式：双方同意按照《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所确定的条件和方式，久事投资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的股权，委托公司管理

行使除处置权、收益权以外的全部股东权利。

4、 委托管理期限：委托管理期限为2年，自《股权委托管理协议》生效之日起计算，期满自动转期。

5、委托管理权限：公司接受久事投资的股权管理后，有权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委托管理协议》的有关规定行使除股权处置

权及收益权外的一切股东权利。在委托管理期限内，公司确保久事投资实现对股权标的公司8%投资回报,利润回报基数按久事投资享有

股权标的公司经中介机构审定的年初净资产份额值确定，若股权标的公司净资产小于实收资本则直接按实收资本作为基数确认，年度内

所实现的超额利润部分则作为公司可实现的委托管理费收入。 久事投资需在次年收到股权投资回报（红利）后1个月内向公司支付委托

管理费。

6、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其在《股权委托管理协议》项下的任何责任与义务，即构成违约。 违约方应向守约方全面、足额地承担实

际损失的赔偿责任。

五、交易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主营业务之一是出租汽车运营和汽车租赁。 久事投资委托公司进行股权管理，并向公司支付相应的委托管理费。 该事项既与

公司出租汽车运营和汽车租赁产业相近，又能拓展公司的收入来源。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为公司受托管理股权，不涉及股权收购，不影响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运营、财务状

况和经营结果形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2018年11月30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了《关于与上海久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 〈股权委托管理协议〉 的议

案》。 根据规定，关联董事叶章毅、周耀东、邹国强、曹奕剑回避表决，表决结果为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次关联交易议案获得通

过。

公司独立董事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1、久事投资（系公司控股股东久事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从产业相近考虑，拟将其所持的上海外环石油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股权委托

公司进行股权管理，公司拟与久事投资签订《股权委托管理协议》，这一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久事投资委托公司进行股权管理，并向公司支付相应的委托管理费。 该事项既与公司出租汽车运营和汽车租赁产业相近，又能拓

展公司的收入来源。

3、在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符合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4、该关联交易符合双方互利互惠、公平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关联交易事项。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累计情况

从2018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久事投资累计已发生关联交易一次，具体情况如下：

1、交易事项：公司与久事投资、上海金浦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上海久事金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浦基金” ）。 其中：久事投资认缴注册资本450万元，上海金浦城市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认缴注册资本400万

元，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150万元。

该项关联交易属公司与关联人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在该项关联交易中，公司的出资额为150万元，未达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

对值0.5%，故该事项未达公司董事会审议标准和临时公告披露标准。 公司已在2018年半年度报告的“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中予以说

明。

2、进展情况：金浦基金已于2018年5月23日领取了营业执照，其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培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

司，住所为上海市崇明区新河镇新中路786弄5号347室；经营范围为股权投资管理，投资管理，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上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目前公司实缴注册资本为0元。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强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 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