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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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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五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月4日以专

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2019年1月6日上午10:0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

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 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了满足日常经营的实际需要，在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基础上，公司拟在2019年与公司控股

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参股公司，公司参股企业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等关联企业开

展若干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交易金额累计达到43,963.11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9年1月7日《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http://www.cninfo.com.cn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公告》。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4人，同意4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关联董事欧辉

生先生、黄志华先生、李少汕先生和周娟女士已回避表决。 在本次交易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前，已获全体

独立董事事前同意， 独立董事并对该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关于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以信用方式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广东省分行申请：金额人民币1亿

元，有效期至2019年8月10日的授信额度，用于办理流动资金借款。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8人，同意8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三、关于公司向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公司拟以信用方式向中国银行珠海分行申请：金额人民币3亿元，期限1

年的授信额度，用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流动资金需求及置换他行贷款。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8人，同意8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四、关于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的议案

现根据实际经营情况， 公司拟择机发行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一

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主要内容包括：发行条款、募集资金运用、发行人基本情况、发行人主要财

务状况、发行人资信状况等。 同时，提请董事局授权公司管理层，后续根据每期超短期融资券实际发行情

况，在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授权范围内，对每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说明书中发行规模、

发行期限及募集资金用途等相关内容进行调整。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8人，同意8人；反对0人，弃权0人。

五、关于梧州港务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下属控股企业珠海港（梧州）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港务” ）为推动3#、4#泊位项目建

设，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金额人民币10,600万元的固定资产贷款，贷款期限17年，宽限期4年，贷

款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 同时， 由梧州港务各方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公司持有梧州港务72%股权，拟按持股比例对上述贷款中的7,632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梧州港务

以保证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9年1月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梧州港务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8人，同意8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因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内的公司累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该事项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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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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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为了日常经营业务的实际需要，依

据《深圳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2018年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计。

2019年公司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为439,631,086.67元， 关联方主要包括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集团” ）及其子公司、公司部分参股企业等。

鉴于公司董事局主席欧辉生先生任珠海港集团董事长，董事周娟女士任珠海港集团董事，董事、总

裁黄志华先生任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董事、副总裁李少汕先生任珠海可口

可乐饮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因此上述4位董事为关联董事。

公司于2019年1月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五次会议,对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参与

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4人，同意4人，反对0人，弃权0人，关联董事欧辉生先生、黄志华先生、李少汕先生、

周娟女士已回避表决。

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关联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黄志华先生将对

该事项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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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9年合同签订金额或

预计金额

2018年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原材料、商

品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与珠海港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开展大宗商品采购

120,000,000.00 134,678,187.32

小计 120,000,000.00 134,678,187.32

向关联人采

购燃料和动

力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珠海港集团下属

企业采购燃料

17,568,965.52 5,273,678.89

小计 17,568,965.52 5,273,678.89

向关联人提

供劳务

珠海碧辟化工有限

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为关联人提供劳务 25,000,000.00 21,105,744.28

中海油珠海船舶服

务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为关联人提供劳务 176,000.00 766,017.40

中海油珠海船舶服

务有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派遣服务

415,600.00 327,100.00

中海油珠海天然气

发电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中海油珠海天然气

有限责任公司

320,000.00 350,960.46

珠海经济特区广珠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216,000.00 216,000.00

珠海新源热力有限

公司

250,000.00 450,000.00

神华粤电珠海港煤

炭码头有限责任公

司

900,000.00 1,251,263.49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

有限公司

1,350,000.00 1,372,700.63

珠海可口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

925,000.00 881,019.93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

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为关联人提供劳务 30,000.00 20,185.34

珠海港普洛斯物流

园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为关联人提供劳务 234,000.00 234,578.50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为珠海港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提供劳务

93,945,446.90 44,450,336.43

珠海市新洋物流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为关联人提供劳务 2,191,509.43 1,818,132.29

小计 126,453,556.33 73,744,038.75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劳务

中海油珠海船舶服

务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劳务

3,000,000.00 2,869,608.50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

有限公司

210,000.00 205,499.75

珠海港鑫和码头有

限公司

2,500,000.00 2,048,441.79

珠海市新洋物流有

限公司

1,916,792.45 7,344.80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珠海港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劳务

72,670,403.98 61,227,099.84

小计 80,297,196.43 66,357,994.68

接受关联人

提供的租赁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接受珠海港集团

及其下属企业提供的租赁

1,392,938.10 1,204,925.98

中化珠海石化储运

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接受关联人提供的

租赁

45,000.00 39,252.88

小计 1,437,938.10 1,244,178.86

接受关联人

委托代为租

赁物业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接受关联人委托代

为出租物业

1,200,000.00 1,554,525.00

小计 1,200,000.00 1,554,525.00

向关联人销

售产品、商品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向珠海港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销售商品

86,844,660.19 0.00

小计 86,844,660.19 0.00

向关联人提

供的租赁

中海油珠海船舶服

务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企业提供办公楼租赁 48,424.50 586,531.47

珠海港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属企业向珠海港集团及

其下属企业提供物业租赁

5,780,345.60 5,776,608.48

小计 5,828,770.10 6,363,139.95

总计 439,631,086.67 289,215,743.46

2019年年初至今与上述关联人仅产生少量各类关联交易金额，均达不到单独审议或批露标准。

（三）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

额占同类

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

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原材

料、商品

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

企业与珠

海港集团

及其下属

企业开展

大宗商品

服务

134,678,187.32 100,000,000.00 100% 34.68%

详见公司

披露于

2018年1月

26日《证券

时报》、《中

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

讯网的《珠

海港股份

有限公司

小计 134,678,187.32 100,000,000.00 100% 34.68%

2018年预

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

公告》

向关联人

采购燃料

和动力

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

企业向珠

海港集团

下属企业

采购燃料

5,273,678.89 6,000,000.00 100.00% -12.11%

小计 5,273,678.89 6,000,000.00 100% -12.11%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珠海碧辟

化工有限

公司

公司下属

企业为关

联人提供

劳务

21,105,744.28 25,010,000.00 28.50% -15.61%

中海油珠

海船舶服

务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

企业为关

联人提供

劳务

766,017.40 157,000.00 1.03% 387.91%

中海油珠

海天然气

有限责任

公司

珠海汇通

物流有限

公司向关

联人提供

仓储服务

25,825.47 100,000.00 0.03% -74.17%

珠海碧辟

化工有限

公司

公司及下

属企业向

关联人提

供劳务派

遣服务

285,000.00 570,000.00 0.38% -50.00%

中海油珠

海船舶服

务有限公

司

327,100.00 415,600.00 0.44% -21.29%

中海油珠

海天然气

发电有限

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0.68% 0.00%

中海油珠

海天然气

有限责任

公司

350,960.46 446,180.02 0.47% -21.34%

珠海经济

特区广珠

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216,000.00 216,000.00 0.29% 0.00%

珠海新源

热力有限

公司

450,000.00 250,000.00 0.61% 80.00%

神华粤电

珠海港煤

炭码头有

限责任公

司

1,251,263.49 413,455.86 1.69% 202.64%

中化珠海

石化储运

有限公司

1,372,700.63 1,181,079.39 1.85% 16.22%

珠海可口

可乐饮料

有限公司

881,019.93 925,530.88 1.19% -4.81%

中化珠海

石化储运

有限公司

珠海中理

商品检验

有限公司

向关联人

提供劳务

20,185.34 50,000.00 0.03% -59.63%

珠海港普

洛斯物流

园有限公

司

公司下属

企业为关

联人提供

劳务

234,578.50 186,000.00 0.32% 26.12%

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

属企业为

珠海港集

团及其下

属企业提

供劳务

44,450,336.43 60,807,800.00 60.02% -26.90%

珠海市新

洋物流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

企业为关

联人提供

劳务

1,818,132.29 2,450,000.00 2.46% -25.79%

小计 74,054,864.22 93,678,646.15 100% -20.95%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劳务

中海油珠

海船舶服

务有限公

司

珠海港拖

轮有限公

司支付船

舶作业服

务费

2,869,608.50 3,500,000.00 4.32% -18.01%

中化珠海

石化储运

有限公司

公司下属

企业接受

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205,499.75 350,000.00 0.31% -41.29%

珠海港鑫

和码头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

企业接受

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2,048,441.79 2,200,000.00 3.09% -6.89%

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

属企业接

受珠海港

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

提供的劳

务

61,227,099.84 126,796,100.11 92.27% -51.71%

珠海市新

洋物流有

限公司

公司下属

企业接受

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

7,344.80 40,000.00 0.01% -81.64%

小计 66,357,994.68 132,886,100.11 100% -50.06%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租赁

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

属企业接

受珠海港

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

提供的租

赁

1,204,925.98 1,261,000.00 96.85% -4.45%

中化珠海

石化储运

有限公司

珠海中理

商品检验

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

人提供的

租赁

39,252.88 45,000.00 3.15% -12.77%

小计 1,244,178.86 1,306,000.00 100% -4.73%

接受关联

人委托代

为租赁物

业

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珠海港富

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接受珠海

港集团及

其下属企

业委托代

为出租物

业

1,554,525.00 1,554,525.00 100% 0.00%

小计 1,554,525.00 1,554,525.00 100% 0.00%

向关联人

销 售 产

品、商品

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

属企业向

珠海港集

团及其下

属企业销

售商品

0 91,200,000.00 _ -100%

小计 0 91,200,000.00 _ -100%

向关联人

提供的租

赁

中海油珠

海船舶服

务有限公

司

珠海高栏

商业中心

有限公司

提供办公

楼租赁

586,531.47 586,531.47 9.22% 0.00%

珠海港控

股集团有

限公司

公司及下

属企业向

珠海港集

团及其下

属企业提

供物业租

赁

5,776,608.48 6,032,345.60 90.78% -4.24%

小计 6,363,139.95 6,618,877.07 100% -3.86%

总计 289,526,568.93 433,244,148.33 -33.17%

董事局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未超过预计总金

额，实际发生额低于预计总金额20%以上。 主要原因为：公

司预计的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基于原有业务类型考

量，对与关联合作方可能发生业务的上限金额进行估算。 实

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况、业务需求及商务条件，以双方实

际签订合同金额和执行进度确定。 因市场与客户需求变化

等影响，公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低于预计总金额，属

于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

公司董事局对公司2018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

核确认合法合规， 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情

况存在差异的说明符合市场行情和公司的实际情况， 不会

对公司经营情况、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未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1、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35.194亿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欧辉生，经营范围：港口及其

配套设施的建设、经营、管理，项目投资。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578,143万元，净资产953,24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408,

380万元，实现净利润-4,598万元。

（2）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

2、珠海市新洋物流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200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曾志坚，经营范围：在珠海市经

营内贸航线及珠海市至香港、澳门航线船舶代理和货物运输代理业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015万元，净资产19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319万元，实现

净利润-19万元。

（2）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合营企业。

3、珠海港鑫和码头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66,000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周力，珠海港集团、珠海横

琴新区鑫丰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其35%和65%股权，经营范围：对铁矿石、煤、焦炭及散货码头的

投资、建设；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物品仓储）；装卸服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234,779万元，净资产77,99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9,644万

元，实现净利润225万元。

（2）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参股企业，因珠海港集团董事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

系。

4、珠海港普洛斯物流园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4,000万美元， 注册地： 珠海， 法定代表人： 莫志明， 珠海港集团、

CHINALOGISTICSHOLDINGLXVISRL分别持有其30%和70%股权，经营范围：仓储设施及相关工业

设施的经营和管理，并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2,249万元，净资产22,193万元；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实现

净利润-387万元。

（2）关联关系：公司第一大股东珠海港集团的参股企业，因珠海港集团监事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

系。

5、中化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52,901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夏天宇，经营范围为：建设

石化码头及相应的配套工程；经营自建码头，建设石油化库区；从事石油及其制品、成品油、化工产品及

原料、非直接食用植物油的码头装卸管道运输、储存、中转、分拨、灌装、调制加工以及废油、下脚料的利

用业务及相关技术信息咨询的服务。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45%股权。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72,819万元，净资产48,06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1,903万元，

实现净利润2,476万元。

（2）关联关系：中化珠海石化储运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其董事构

成关联关系。

6、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90,300万美元；注册地：珠海，公司持有其8.11%股权。法定代表人：刘琳琳；

经营范围：生产精对苯二甲酸（简称ＰＴＡ）并在国内外市场销售公司自产产品。 从事精对苯二甲酸和

对二甲苯的批发和进出口业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19,710万元，净资产319,335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037,

556万元，实现净利润107,089万元。

（2）关联关系：珠海碧辟化工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构成关联关系。

7、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72,970.5万元 ；注册地：珠海，公司持有其25%股权。法定代表人：谢

广录；经营范围：电力和热力生产、销售；电力及能源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供热及热网建设；电力和热

力生产技术服务及咨询；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24,299万元，净资产80,68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47,657万

元，实现净利润4,359万元。

（2）关联关系：中海油珠海天然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构

成关联关系。

8、珠海经济特区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万元 ；注册地：珠海，公司持有其18.18%股权。 法定代表人：

文联合；经营范围：电力建设及投资。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26,175万元，净资产715,490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90,142

万元，实现净利润88,411万元。

（2）关联关系：珠海经济特区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构

成关联关系。

9、珠海新源热力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注册地：珠海，公司持有其20%股权。法定代表人：杜晓

良；经营范围：集中供热项目的开发、投资；集中供热；供热设施的销售。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8,872万元，净资产11,411万元；实现营业收入21,779万元，

实现净利润3,317万元。

（2）关联关系：珠海新源热力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企业。

10、中海油珠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5,500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吕立功，公司持有其40%股

权。 经营范围：珠海高栏港区LNG接收终端专用港作拖轮服务，港口环保服务，LNG加注服务，船舶管理

咨询服务。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14,479万元，净资产6,039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995万元，实

现净利润399万元。

（2）关联关系：中海油珠海船舶服务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因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其董事

构成关联关系。

11、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130,000万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邢承海，公司持有其30%

股权。 经营范围：煤炭码头的投资开发、装卸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和易燃易爆物品）。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81,277万元，净资产82,12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32,722万

元，实现净利润-5,346万元。

（2）关联关系：神华粤电珠海港煤炭码头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参股企业，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

构成关联关系。

12、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7,838万港元，注册地：珠海，法定代表人：李少汕，经营范围 ：生产和销售

碳酸饮料、果汁饮料、茶饮料、饮用纯净水、设计、制作（自行印刷除外）、发售带有本公司标志的宣传纪

念品等。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62,594万元，净资产23,37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71,625万元，

实现净利润4,022万元。

（2）关联关系：珠海可口可乐饮料有限公司为公司合营企业，因公司董事兼任其董事长构成关联关

系。

13、中海油珠海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人民币11,751万元 ；注册地：珠海，公司持有其35%股权。 法定代表人：王

革；经营范围：投资天然气管网的建设、管理；管道天然气的经营。

2018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23,833万元，净资产9,478万元；实现营业收入18,496万元，

实现净利润1,318万元。

（2）关联关系：中海油珠海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参股企业。

（二）履约能力分析：上述关联方资产情况较好、经营情况正常，与其交易后形成坏帐的可能性较

小。

（三）信用情况：经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途径核查，上述关联方不

属于失信责任主体。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关联企业之间发生必要的日常关联交易，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与其他业务往来

企业同等对待。 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型主要包括向关联人提供劳务、租赁，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租赁，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商品，向关联人销售商品等类型。

公司同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业务的价格，有国家定价的，适用国家定价，没有国家定价的，按市场价

格确定，没有市场价的，参照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原则由双方定价。

相关合同尚未签署的，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按具体业务的开展逐步签订。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2019年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为了满足本公司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

（二）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的原则是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维护

了交易双方的利益，亦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关于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在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时，经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日常关联交易按照等价有偿、公允市

价的原则定价，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局审议本项关联交易议案时，相关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关联交易表决

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

六、备查文件

1、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事项的书面文件、独立董事意见。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9-010

关于梧州港务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

请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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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事项概述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控股企业珠海港（梧州）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梧州港务” ）为推动3#、4#泊位项目建设，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金额人民币10,600万元的固定

资产贷款，贷款期限17年，宽限期4年，贷款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 同时，由梧州港务

各方股东按出资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持有梧州港务72%股权，拟按持股比例对上述贷款中的7,

632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2019年1月6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参与表决的董

事8人，同意8人；反对0人，弃权0人。

该事项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因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内的公司累计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净资产的50%，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珠海港（梧州）港务有限公司

2、成立时间：2011年9月30日

3、注册地址：梧州工业园区沿滨路1号

4、法定代表人：朱文胜

5、注册资本：11,732.464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400581998082C

7、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主营业务：港口码头及配套设施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自有场地租赁服务；货物的中转、装

卸、拆装箱、仓储服务（危险化学品除外）；港口码头经营管理咨询服务及社会经济咨询。

9、主要股东：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72%；梧州市交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

交投” ）持股比例28%。

10、经通过“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途径核查，梧州港务不属于失信责任主

体

（二）产权及控制关系

（三）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7年/

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9月

/2018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33,964,516.27 254,674,450.56

负债总额 135,004,434.42 153,888,362.55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0

所有者权益合计 98,960,081.85 100,786,088.01

营业收入 7,210,425.52 7,436,775.82

利润总额 -8,381,910.09 -7,858,636.71

净利润 -8,249,598.58 -7,858,636.71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梧州港务为推动3#、4#泊位项目建设，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金额人民币10,600万元的固定资

产贷款，贷款期限17年，宽限期4年，贷款利率不高于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基准利率。

在梧州港务另一方股东梧州交投同意按股权比例对10,600万元贷款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 公司

同意按持股比例对上述贷款中的7,632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二年。 梧州港务以保证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局意见

梧州港务是公司在西江流域的重要港口物流节点， 主要承担梧州港中心港区大利口作业区码头的

投资、建设、运营等工作。 为提升梧州港务服务能力，满足业务量逐步攀升的需求，梧州港务正积极推动

3#、4#泊位建设，公司为其借款提供担保可以使其获取必要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其进一步提升作为西江

流域重要中转港的辐射能力。

梧州港务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对梧州港务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信用状况等

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该担保事项的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授权将在梧州港务另一方股东梧州交投按其

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基础上进行，担保符合公平、对等原则。 同时，为保障股东权益，进一步有效降低

担保风险，梧州港务以保证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五、公司累计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末， 公司董事局已审批的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69,287.00万元

（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109,487.00万元）， 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1.72%，

实际担保额合计为97,998.14万元（注：以上数据含本次董事局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59,800.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1.80%。

无逾期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五次会议决议。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1月7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9-011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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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定于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下午14：30召

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分别刊登于2019年1月2日、1月4日《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http://www.cninfo.com.cn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019年1月6日下午，公司董事局收到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港集

团” ）提交的《关于提请增加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为提

高公司股东大会议事效率，其提议将《关于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和《关于梧州港务拟

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两项议案已经公司于2019年1月6日上午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

内容详见刊登于2019年1月7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http://www.cninfo.com.cn的《珠海港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和《关于梧州港务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贷款并

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10日前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珠海港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203,923,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83%，上述临时提案在股东

大会召开10天前提出并送达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经董事局审核，珠海港集团具有提出临时提案

的资格，提出增加临时提案的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并有明确的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公司董事局同

意将上述议案提交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并相应调整提案编码外，原通知中列明的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等事项均保持不变。 现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补充通知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局召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1月17日的交易时间， 即9：30-11：30，13：

00-15：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1月16日下午15：00至2019年1月17日下午15：00。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

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2019年1月14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即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法律顾问。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珠海情侣南路278号4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关于珠海港物流与珠海可乐开展日常合作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2、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局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4、关于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关于梧州港务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议案内容详见分别于2018年12月10日、2019年1月2日和2019年1月7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珠海港物流与珠海可乐开展日常合作

业务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局授权有效期的公

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及《关于梧州港务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上述第1、2、4项议案属于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的事项，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中将对中

小股东表决情况单独计票。

（四）上述第2、3项议案需要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五）鉴于公司控股股东珠海港集团和董事、总裁黄志华先生为第4项议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在对该

议案表决时应回避表决。

三、议案编码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珠海港物流与珠海可乐开展日常合作业务的关联交易议案 √

2.00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董事局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5.00 关于梧州港务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

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者，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委托代表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人

股东帐户；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

信函、传真等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 2019年1月15日9：00－17：00。

3、登记地点：公司董事局秘书处（珠海情侣南路278号2楼204室）。

4、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0756－3292216，3292215；传真：0756－3292216；联系人：黄一桓、李

然。

5、会议费用：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人员食宿费用、交通费用及其它有关费用请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为 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 1：参加网

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七十四次会议《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议案的决议》；

2、珠海港集团《关于提请增加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1月7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507。

2、投票简称：珠港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月17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16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1月17日下

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

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茲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9年1月17日召开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在相应的意见栏打“√” ）行使表决权。

议案编码 议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珠海港物流与珠海可乐开展日常合作业务的关

联交易议案

√

2.00

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及对

董事局授权有效期的议案

√

3.0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2019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5.00

关于梧州港务拟向农业银行梧州分行申请贷款并由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对于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指示，被委托人（有权□无权□）代表本人进行表决。 （请委

托人在权限的选项处打“√” 。 若委托人未进行选择，则视为代理人无权代表委托人就该项议案进行表

决。 ）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持股性质：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法人加盖印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2019年 月 日 有限期限至：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655

证券简称：

*ST

金岭 公告编号：

2019-001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筹划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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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无偿划转基本情况

近日，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岭矿业” ）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金岭铁矿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金岭铁矿” ）的通知，按照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的要求，金岭铁矿拟将所持有的公司347,

740,14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8.41%）无偿划转至山东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矿业” ），

无偿划转完成后，山钢矿业将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变，仍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

二、本次无偿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1、划出方：金岭铁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0164105191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1991年05月22日

法定代表人：戴汉强

注册资本：贰亿元整

住所：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中埠镇

经营范围：铁矿开采；铁精粉、铜精粉、钴精粉、铸铁（以上四项不含冶炼）的加工、生产、销售；机械加工；矿

山设备安装、维修；货物进出口；桶（瓶）装饮用水生产、销售；采矿、地质、选矿、设备管理维护、设备维修技术服

务（含境外）；工程承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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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划入方：山钢矿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6792375562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8年09月02日

法定代表人：张相军

注册资本：壹拾伍亿元整

住所：济南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颖秀路1508号

经营范围：铁矿石、煤炭、有色金属、石灰石、白云石、蛇纹石、冶金辅料矿山的投资（均不得进行开采），矿

产品及矿物制品（不含煤炭）、铁合金销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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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后股权结构情况

若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金岭铁矿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山钢矿业将持有公司 347,740,145股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8.41%，为公司控股股东。

四、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后续事项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目前尚处于筹划阶段，本次划转尚须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收购人的要约

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根据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准确、完整地披露有

关信息。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8日

股票简称：青岛海尔 股票代码：

600690

编号：临

2019-002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意大利

Candy

公司

100%

股份交割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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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概述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28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Candy� S.p.A之 100%股份

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Haier� Europe� Appliance� Holding� B.V.（以

下简称“海尔欧洲” ）收购BeppeFumagalli、Aldo� Fumagalli及AlbeFinanziariaS.r.l

合计持有的意大利公司Candy� S.p.A（以下简称“Candy公司” ）100%股份（以下简称

“本次交易” ）。 2018年9月28日， 海尔欧洲与BeppeFumagalli、Aldo� Fumagalli及

AlbeFinanziariaS.r.l 签 订 关 于 收 购 Candy 公 司 100% 股 份 的 《Share� Purchase�

Agreement》（以下简称“《股份购买协议》” ），本次交易对价为4.75亿欧元（根据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2018年9月28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计算， 折合人民币约

38.0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9月29日披露的《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意大利

Candy公司100%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54）及《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52）。

二、交割完成情况

2019年1月4日，本次交易各方共同签署、公证了《转让证书》等文件，确认全部交割

条件均已达成，公司根据《股份购买协议》的约定支付了包括交易对价在内的全部款项，

Candy公司100%股份转移至海尔欧洲在意大利设立的全资子公司Haier� Europe�

Appliance� Solutions� S.p.A.（以下简称“海尔意大利” ）名下，本次交易已完成交割。自

交割完成之日起，海尔意大利直接持有Candy公司100%股份，公司间接持有Candy公司

100%股份。

公司已按照既定计划有序开展各项整合对接工作。 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将进一步提升

品牌布局，加大境外市场尤其是欧洲市场的拓展力度，完善产品品类，增强对不同客户群

的覆盖。 同时随着协同效应释放，目标公司盈利能力有望进一步提升，期望为股东创造更

大的回报。

特此公告。

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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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PPP

项目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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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公司及下属公司联合体中标陕西省眉县至太白公路PPP项目。 社会投资人

成立项目公司。项目合作期33年11个月，其中建设期4年，运营期29年11个月。项目采用

使用者付费回报机制。

项目总投资1229535万元。（1）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20%，即245907万元。 项目

公司注册资本4亿元。（2）征地拆迁由宝鸡市政府承担。（3）其余资金由项目公司融资。

该项目的投标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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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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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6月29日、10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18-032)、《持股5%以上的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6），

持有公司股份87,161,400股的股东连云港金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控资本）计划自预

披露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59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

2019年1月4日，公司收到金控资本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至2019年1月4日上述股份减持计划的截止时间，金控资本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金控资本仍持有公司股份87,161,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50,065,495股

的15.85%。

三、备查文件

金控资本《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特此公告。

远大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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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商债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季度房地产经营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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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月，公司房地产项目实现签约金额40.86亿元，同比增加22.11%；实现

签约面积40.65万平方米， 同比增加6.85%； 新开工面积54.21万平方米， 同比增加

76.12%；竣工面积52.1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8.90%。 鉴于销售和施工过程中存在各种不

确定性，上述销售和工程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相关阶段

性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2018年10-12月，公司新增一宗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2018年11月，公司参股公司临沂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临沂市国土资源局举

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宗地编号为2018-055地块的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该地块位于临沂市兰山区北城新区，土地面积为35309平方米。公司拥有临

沂锦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45%权益。

上述项目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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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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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上证函【2018】1326号）的批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 或“发行人” ）获

准非公开发行面值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人民币30亿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其中基础规模为人民币5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人民币

5亿元。 全部采用网下面向合格机构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19年1月2日结束，发行情况如下：

本期债券的最终发行规模为人民币10亿元，最终票面利率为4.60%。

特此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