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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19-001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新签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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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新签合同情况

2018年，公司新签合同额人民币2230.74亿元。前述新签合同具体构成如下：新签国内

工程合同额人民币1470.01亿元，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65.90%，新签国际工程合同额折合

人民币760.73亿元， 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34.10%； 新签国内外水电工程合同额人民币

475.36亿元，约占新签合同总额的21.31%。

二、四季度重大工程签约情况

10月，公司与丽水机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丽水机场项目配套工程设计

采购施工（EPC）总承包合同》。 合同金额为11.54亿元，合同工期为48个月。

10月， 公司所属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越南天富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签

订了《越南天富2-槟椥140MW风电项目EPC合同》。合同金额为2.9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

约20.68亿元，合同工期为30个月。

10月，公司与印尼PT.Mega� Kuningan� International公司签订了《印尼雅加达世界

金融塔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协议》。 合同金额为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0.30亿元，合同

工期为12个月。

10月， 公司所属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与印尼PT.HOKASA� MANDIRI�

UTAMA公司签订了《印尼巴苏鲁安440MW气电一体化项目EPC框架协议》，合同金额

为12.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84.62亿元，合同工期为36个月。

12月， 公司所属中国葛洲坝集团三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安丘市青云城市建设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安丘市棚户区改造安置楼建设项目施工合同。 合同签约金额为42.18

亿元，单片区工期为730日历天。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19-004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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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协议转让情况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莎普爱思” ）控股股东陈德

康先生于2018年12月24日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31,154,075股

无限售流通股份 （合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66%） 协议转让给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上述股份协议转让详细情况请见本公司于2018年12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莎普爱思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暨权益变动的提

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85）、《莎普爱思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陈德康）》以及

《莎普爱思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二、股份过户完成及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2019年1月10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交易双方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股份已于2019年1月9日完成了过户登记。 本次协

议转让前后有关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

本次协议转让前 本次协议转让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陈德康 124,616,303 38.63% 93,462,228 28.97%

上海养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0 0 31,154,075 9.66%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陈德

康先生仍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本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603168

证券简称：莎普爱思 公告编号：临

2019-005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理财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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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到期收回本金和收益的理财产品情况：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50号

收益凭证”人民币理财产品，本金为1,300万元人民币，实际收益为128,219.18元。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2018年4月24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

案》： 公司决定使用不超过5亿元人民币 （占2017年12月31日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30.17%）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用于投资低风险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理财产

品，自2018年4月24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相关内容

请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8-010、016）。

一、 到期已收回本金和收益的理财产品

（一）本次到期收回本金和收益的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50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3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10月12日

至2019年1月9日；实际收益：128,219.18元。

本次到期的理财产品的详细购买情况请见公司于2018年10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莎普爱思委托理财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71）。

（二）其他相关到期收回本金和收益的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79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8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4月27日至

2018年7月25日；实际收益：2,174,794.52元。

2、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20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8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8月1日至

2018年9月3日；实际收益：67,068.49元。

3、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21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8月2日至

2018年10月8日；实际收益：76,383.56元。

4、理财产品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中信理财之共赢利率结构

19917期人民币结构性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0.7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

闭式；起止日期：2018年4月28日至2018年10月31日；实际收益：1,640,876.71元。

5、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22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8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8月3日至

2018年11月1日；实际收益：83,769.86元。

6、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2394期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0.2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低风险)收益凭证；起止日期：

2018年5月3日至2018年11月5日；实际收益：491,835.62元。

7、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

存款188天” 人民币理财产品；购买金额：1.8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期限结构型；起止日

期：2018年5月4日至2018年11月8日；实际收益：4,357,479.45元。

8、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40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5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9月14日

至2018年12月12日；实际收益：147,945.20元。

9、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61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8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11月8日至

2019年1月7日；实际收益：50,805.48元

上述理财产品的详细购买情况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莎普爱思委托理财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21、022、023、024、044、045、046、

064、078）。

二、截至2019年1月9日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

1、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运通154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44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8月21

日至2019年4月22日；投资收益率：3.40%（年化）。

2、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3099期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保本固定收益型(低风险)收益凭证；起止日期：

2018年11月8日至2019年4月22日；约定收益率：3.95%（年化）。

3、理财产品名称：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共赢利率结构22770期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购买金额：7,0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起止

日期：2018年11月7日至2019年4月22日；预期年化收益率:4.10%-4.60%。

4、理财产品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平湖支行“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构性存

款5个月”存款产品；购买金额：8,0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期限结构型；起止日期：2018

年11月12日至2019年4月15日；年化收益率：4.15%。

5、理财产品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金山” 收益凭证3231期理财产

品；购买金额：1亿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固定收益类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

年12月12日至2019年4月22日；约定收益率：3.9%（年化）。

6、理财产品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慧通181号收益凭证” 人民币理财产品；

购买金额:1,500万元人民币；产品类型：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起止日期：2018年12月21日

至2019年3月20日；投资收益率：3.90%（年化）。

公司投资上述委托理财的资金来源系自有资金，且上述委托理财不构成关联交易。 详

细购买情况请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莎普爱思委托

理财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47、078、080、082、084）。

三、截至2019年1月9日，公司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本金）为4.29亿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浙江莎普爱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9-001

沈阳化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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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情况概述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蜡化公司” ）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景星支行（以下简称“盛京景

星支行” ） 的人民币壹亿伍仟肆佰万元整借款； 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兴顺支行

（以下简称“招行兴顺支行” ）的人民币壹亿伍仟肆佰万元整、叁仟陆百万元整借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2018年12月20日， 蜡化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3241110218000032

的《盛京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亿伍仟肆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

18个月，自2018年12月20日至2020年6月9日。

公司本次为蜡化公司壹亿伍仟肆佰万元整的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保均在蜡化公司与

盛京景星支行于2014年6月26日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最高额保证合同》规定

的授信额度及保证期间内。

2018年12月19日， 蜡化公司与招行兴顺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124HT2018145580

的《招商银行借款借据》。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叁仟陆佰万元整，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2018

年12月19日至2019年12月18日。

2019年1月7日， 蜡化公司与招行兴顺支行签署了合同编号为124HT2019001663的

《招商银行借款借据》。 借款金额为人民币壹亿伍仟肆佰万元整， 借款期限为12个月，自

2019年1月7日至2020年1月6日。

公司本次为蜡化公司叁仟陆佰万元整、 壹亿伍仟肆佰万元整的银行借款所提供的担

保均在蜡化公司与招行兴顺支行于2018年12月17日签订的《授信协议》规定的授信额度

及授信期间内。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2018年3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编号为2018-007相关内容）。 公司

独立董事已就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该担保已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1997年12月31日

2、注册资本：1,821,308,000元

3、注册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大路888号

4、经营范围：汽油；液化石油气；石脑油；丙烯；压缩空气；丙烯酸；丙烯酸甲酯；丙烯酸

乙酯；丙烯酸丁酯；乙烯；甲基叔丁基；含苯或甲苯的制品；丁烯-1；氢气；氢气和甲烷混合

物（压缩的）生产；聚乙烯；混合芳烃；工业丙烯酸重组分、工业丙烯酸甲酯重组分、工业丙

烯酸乙酯重组分、 工业丙烯酸正丁酯副产物、 重芳烃及化工产品与原料（危险化学品除

外）生产、销售；运输设备租赁；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水煤浆加工；自发自用电量销售；进出

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和禁止的项目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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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法定代表人：黄殿利

6、与公司的关系：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公司的财务情况：

（1）截止2017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535,046万元，负责总额347,115万元，净资产

187,931万元。 2017年度：营业收入794,036万元，营业利润250万元，净利润362万元。

（2）截止2018年9月30日：资产总额519,007万元，负责总额329,282万元，净资产

189,725万元。 2018年1-9月份：营业收入403,514万元，营业利润1,108万元，净利润1,

094万元。

（注：2017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8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截止目前，被担保人无担保、诉讼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蜡化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订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主要内容（合同编号：

3241190115000003）：

授信人：盛京银行沈阳市景星银行（以下简称“甲方” ）

受信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合同主要条款：

第一章授信额度及类别

第一条在本合同规定的条件下， 甲方同意在授信额度有效期间内向乙方提供人民币

玖亿伍仟万元整的授信额度。 在授信额度的有效期限及额度范围内，乙方使用上述授信额

度时，不限次数，并可循环使用。 上述授信额度用于下列授信业务的额度暂定为：

1、贷款：人民币玖亿肆仟伍佰万元2、国际贸易融资：人民币伍佰万元。

第二章授信期间

第三条本合同项下授信额度的有效使用期间为5年， 自2014年6月26日至2019年6月

25日，但每笔具体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由具体业务合同约定。

第七章担保

第二十三条为保证本合同项下形成的全部债权能得到清偿，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将与甲方签订编号为3241190115000003号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乙方履行本合

同及与本合同相关的每笔具体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提供担保。

公司与盛京景星支行签订的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主要内容 （合同编号：

3241190115000003）：

保证人：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景星支行

为了确保债务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与本合同债权人签订的3241190115000003

号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 保证人愿意为债务人在一定期间

内连续发生的多笔债务向债权人提供保证担保。

第三条保证范围

3.1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在2014年6月26日至2019年6月25日期间编号为

3241190115000003号的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项下发放的贷款、开出的信用证、保函、承兑

汇票等。

第四条保证方式

4.1本保证合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第五条保证期间

5.1本合同的保证期间为： 最高额综合授信合同及其项下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二） 蜡化公司与招商银行沈阳分行签订的 《授信协议》 主要内容 （合同编号：

124XY2018036652）：

授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以下简称“甲方” ）

授信申请人：沈阳石蜡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

合同主要条款：

第1条授信额度

1.1�甲方向乙方提供人民币肆亿伍仟万元整的授信额度。

第2条授信期间

授信期间为12个月，即从2018年12月10日起到2019年12月9日止。

第5条担保条款

5.1�本协议项下乙方所欠甲方的一切债务由沈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沈阳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作为连带责任保证人，其须向甲方另行出具担保书。

四、董事会意见

蜡化公司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其经营稳定，具有良好的偿债能力，不会对公司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 根据深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该笔担保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152,5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34.69� %；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

损失金额。

六、其他

1、《盛京银行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3241110218000032）、《最高额综合

授信合同》（合同编号：324119011500000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3241190115000003）；《授信协议》（编号：124XY2018036652）、《招商银行借款借据》

（合同编号：124HT2018145580� 借据号：2408028933）、《招商银行借款借据》（合同编

号：124HT2019001663�借据号：2408028967）。

2、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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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圣济堂 公告编号：

2019-001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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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阳市观山湖区阳关大道28号赤天化大厦22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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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20,420,76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2.5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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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丁林洪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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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4人，董事丁林辉、许良军、李晓春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独立董事范其勇先生因公务出差

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2人，出席2人；

3、 董事会秘书先正红、高级管理人员高敏红、丁林杰、车碧禄、田勇、袁远镇、吴焕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20,401,866 99.9973 18,900 0.0027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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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关于选举高敏红女士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30,386,869 73.6218 是

2、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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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关于选举戴选忠先生为公

司监事的议案

530,386,869 73.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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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修订《关联

交易管理办法》的议

案

82,668,

510

99.9771 18,900 0.0229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选举董事、选举监事的议案均为累计投票制。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超、崔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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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贵州圣济堂医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月1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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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斯太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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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新增金融借款诉讼及房产被查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

●上市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后期的利

润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019年1月9日，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斯太尔动

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民事裁定书》

（[2018]粤03民初3080号）、《查封通知书》、《起诉状》等相关法律文书，获悉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深圳市金色木棉叁拾伍号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金色木棉” ）诉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及第三人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当事人情况

本次诉讼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原告：深圳市金色木棉叁拾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被告一：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二：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二、本次诉讼请求情况

1、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贷款本金人民币100,000,000.00元；

2、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贷款利息（利息数额以实际发放贷款的本金为基数，按年利

率9%为标准， 自2018年3月22日计算至2018年6月20日， 上述利息共计人民币2,250,

000.00元）；

3、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逾期贷款利息（逾期利息数额以实际发放贷款的本金为基

数，自实际到期日即2018年6月21日，按年率24%为标准，计算至被告实际清偿之日，现为

暂计至2018年8月20日的逾期贷款利息数额为人民币4,000,000.00元）；

4、判决被告一向原告支付实现债权的费用（律师费人民币3,080,000.00元、开具保函

的费用人民币87,500.00元，上述金额共计人民币3,167,500.00元）；

（诉讼请求一、二、三、四金额合计为人民币109,417,500.00元 ）

5、判令被告二对诉讼请求一、二、三、四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6、判令确认原告对被告二所有的京（2017）朝不动产证明第0028596号的房产享有

抵押权，有权以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受偿；

7、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共同承担。

三、本次诉讼的主要事实与理由

2017年3月17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了编号为JASTE-RZXY001的《融资协议》，约

定原告以银行委托贷款的方式向被告一发放贷款，贷款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 被告

一为该协议项下原告债权的实现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物为被告一关联方即被告二持有的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39号1幢4层401。《融资协议》第七条第五款约定，若被告一涉及重

大经济纠纷或财务状况恶化，使原告债权的实现受到严重影响或威胁时，被告一应在收到

原告通知后5个工作日内予以改正并采取令原告满意的补救措施，否则原告有权提前收回

部分或全部借款，不能收回的，对未收回部分逾期借款按日千分之一收取违约金。 被告一

关联方被告二为上述协议项下原告享有的债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且提供抵押担保。 同

日， 原告作为债权人， 被告一作为债务人， 被告二作为保证人签订了编号为

JASTE-JGDB001的《机构担保合同》，约定被告二为被告一向原告壹亿元人民币的借款

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 此外 ， 被告二作为抵押人与第三人签订了编号为

GZ1710720170011-21号的《抵押合同》，被告二同意将其所有的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39号1幢4层401抵押于第三人。

2017年3月21日，原告作为委托人，第三人作为受托人，被告一作为借款人签订了编号

为GZ1710720170011的《委托贷款借款合同》，约定由原告向被告一发放贷款共计人民

币壹亿元。 合同第十一条约定若被告一或本合同担保人的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恶化，与他

人发生债务纠纷，或保证人丧失承担连带责任能力、抵（质）押财务损毁、灭失或者明显减

值，以及发生其他危及委托贷款安全的情况时，原告有权委托第三人停止发放贷款，并有

权提前收回委托贷款。

2017年3月23日，在被告二完成办理京（2017）朝不动产证明第0028596号不动产抵

押登记证明后，原告通过第三人向被告一发放了首笔贷款人民币5000万元。 此后，原告通

过第三人分别于2017年3月30日和2017年4月19日向被告一发放了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

和人民币3000万元。

根据协议约定，被告一分别于2017年9月21日和2018年3月21日向原告偿还了借款利

息人民币4,312,500.00元和4,525,000.00元。

2018年6月，因被告一及被告二涉及与江苏中关村科技产业园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技

术许可使用合同纠纷诉讼，被告一被要求返还技术许可费贰亿元，涉诉金额巨大，原告认

定被告一及被告二已涉及重大诉讼，严重影响、危及原告债权的实现。 2018年6月12日，原

告委托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向被告一寄送了《律师函》，请被告一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向原告补充能够覆盖全部贷款金额的抵押担保物并配合完成抵押登记，若被

告一未能按上述要求采取令原告满意的补救措施， 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一提前偿还全部贷

款本息， 并要求保证人被告二对全部贷款本息的偿还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被告一在收到

《律师函》的5个工作日内未按原告要求补充能够覆盖全部贷款金额的抵押担保物并配合

完成抵押登记。 因此，自被告一收到律师函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届满之次日全部债权立即

到期。

2018年6月22日，原告收到被告一的回函，被告一的银行账户已被常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冻结，冻结金额高达人民币173,203,022.88元，严重影响、危及原告债权的实现。

截至原告起诉之日，被告一仍然未向原告支付本金、利息、罚息及其他违约金和相关

费用，被告二未履行保证责任。

原告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四、法院裁定及资产冻结情况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初3080号）显

示，法院已受理深圳市金色木棉叁拾伍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提出的财产保全申

请，并做出裁定如下：

查封、冻结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限公司、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财产，

以价值109,417,500元为限。

《查封通知书》显示，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裁定书》（[2018]粤03民

初3080号），已办理如下查封、冻结：

1、 轮候查封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39号1幢4层

401[房产证号：京（2016）朝阳区不动产权第0048464号]的房产。 查封期限三年，自2018

年9月14日至2021年9月13日止。

2、轮候冻结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

80001001012010000008383账户下存款，已冻结金额为0元。 冻结期限一年，自2018年11

月2日至2019年11月1日止。

3、 轮候冻结斯太尔动力 （江苏） 投资有限公司于华夏银行溧阳支行开立的

13153000000400856账户下存款，已冻结金额为0元。 冻结期限一年，自2018年10月23日

至2019年10月22日止。

4、 轮候冻结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于中信银行武汉武昌支行开立的

7381710182600070742账户下存款，已冻结金额为0元。 冻结期限一年，自2018年9月28日

至2019年9月27日止。

五、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上述诉讼尚未开庭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

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传票》；

2、《民事裁定书》；

3、《查封通知书》；

4、《起诉状》。

特此公告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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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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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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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2019年1月7日以电子邮件和微信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1月10日召开，采取了通讯表决方式。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周进军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等列席

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同意公司财务总监辞职的议案

公司财务总监方军先生因工作调动，请求辞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董事会同意其辞职

请求，解聘其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董事会对其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公司全部3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票数：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何文哲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何文哲的简历附后）

公司全部3名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本项议案的独立意见。

表决票数：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0日

附件：何文哲先生简历

何文哲，男，中国国籍，1973年3月出生，1994年7月大学本科毕业于杭州电子工业学

院工业会计专业，2004年6月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律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曾在中国电

子物资总公司工作。 2009年4月进入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审计部专

项经理、财务部资金处专项经理、财务部资金处处长、财务部会计处处长，2012年8月至今

任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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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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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公司收到财务总监方军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其因工作调动，请求辞去公司

财务总监职务。

2019年1月10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董事会同意其辞职请求，

解聘其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同时，董事会聘任何文哲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董事会对方军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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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2018

年未经审计的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的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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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关于同业拆借市场成员预约披露2018年度未经审计

财务报表的通知》（中汇交公告 〔2018〕55号） 规定， 本公司子公司神华财务有限公司

（“神华财务公司” ） 按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 （未经审

计）及2018年利润表（未经审计）于近日在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进行

披露。

神华财务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及2018年利润表（未经

审计）如下：

一、神华财务公司于2018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神华财务公司

单位：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资 产： 负 债：

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

款项

6,281,724,

309.37

4,840,600,

156.59

向中央银行借款 - -

存放同业款项

49,841,822,

595.39

41,047,883,

130.03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

放款项

- -

贵金属 - - 拆入资金 - -

拆出资金

2,955,000,

000.00

1,500,000,

000.00

交易性金融负债 - -

交易性金融资产 -

52,091,

993.27

衍生金融负债 - -

衍生金融资产 - -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 -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吸收存款

86,129,

040,493.22

68,902,

540,142.45

应收利息

69,419,

919.84

72,777,

231.39

应付职工薪酬

9,944,

906.63

9,611,

389.19

发放贷款和垫款

33,924,049,

298.50

29,477,817,

243.82

应交税费

22,420,

495.08

47,164,

591.94

其他债权投资

1,450,992,

000.00

104,700,

000.00

应付利息

612,076,

937.65

312,287,

424.08

债权投资

1,097,021,

050.68

100,000,

000.00

预计负债 - -

长期股权投资 - - 应付债券 - -

投资性房地产 - - 递延所得税负债 - -

固定资产 3,569,833.55 4,273,130.76 其他负债

17,798,

620.63

8,621,

489.41

无形资产

17,704,

010.16

2,593,762.48 负债合计

86,791,

281,453.21

69,280,

225,037.0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62,561,

603.46

155,840,

862.56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

其他资产

19,246,

558.65

8,525,497.77 实收资本（或股本）

5,000,

000,000.00

5,000,000,

000.00

资本公积

16,191,

907.40

16,191,

907.40

其他综合收益 762,750.00

3,525,

000.00

盈余公积

732,361,

992.03

637,590,

591.55

一般风险准备

1,356,571,

895.42

1,098,871,

640.68

未分配利润

1,925,941,

181.54

1,330,698,

831.97

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

益）合计

9,031,829,

726.39

8,086,877,

971.60

资产总计

95,823,111,

179.60

77,367,103,

008.67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合计

95,823,

111,179.60

77,367,

103,008.67

二、神华财务公司2018年利润表（未经审计）

编制单位：神华财务公司 单位：元

项 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480,197,385.19 1,341,116,763.54

利息净收入 1,427,743,448.01 1,279,604,067.88

利息收入 2,650,691,964.53 2,169,926,421.12

利息支出 1,222,948,516.52 890,322,353.24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7,271,529.22 7,772,143.20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8,603,978.02 9,067,638.22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1,332,448.80 1,295,495.02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9,505,938.94 21,404,246.5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 -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2,091,993.27 2,067,843.77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其他业务收入 17,768,462.29 30,268,462.12

二、营业支出 217,684,012.48 183,625,418.39

营业税金及附加 9,564,800.79 12,060,401.23

业务及管理费 67,313,261.57 51,781,567.04

资产减值损失 140,805,950.12 119,783,450.12

其他业务成本 - -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262,513,372.71 1,157,491,345.15

加：营业外收入 2,108,399.14 455,251.83

减：营业外支出 139,159.30 13,010,960.4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264,482,612.55 1,144,935,636.54

减：所得税费用 316,768,607.76 286,576,935.56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947,714,004.79 858,358,700.98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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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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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8年12月14日、2019年1月2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阶段性闲置资金，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发行主体有保本约定、单项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或进行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 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亦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

效，在上述使用期限及额度范围内，并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

织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12月1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7。 根据上述决议，现就公

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现金管理产品概况

1、2019年1月8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仙居小微企业专营支行（以下简称“浙商银

行” ）签署了《浙商银行挂钩Shibor利率人民币存款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协议方 产品名称

资金

来源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期限

（天）

理财起始日 理财终止日

预期

年化

收益

率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仙居

小微企业专营支

行

浙商银行挂

钩Shibor利

率人民币存

款

自有资

金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1000.00 91 2019/01/08

2019/04/0

8

1.43%

-4.

45%

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仙居

小微企业专营支

行

浙商银行挂

钩Shibor利

率人民币存

款

自有资

金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3000.00 91 2019/01/08

2019/04/0

8

1.43%

-4.

45%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2、2019年1月9日，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仙居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订相关理财

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协议方 产品名称 资金来源

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期限

（天）

理财起始日 理财终止日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仙居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

开放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保证

收益

型

5000.00 91 2019/01/09 2019/04/09 3.8%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购买的系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

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且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 运用闲置自有资金投资

于低风险的短期理财产品等投资产品，有利于提高闲置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金额为18,000万元 （含本

次）。 未超过董事会对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投资额度。

五、备查文件

1、浙商银行挂钩Shibor利率人民币存款协议；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机构客户理财产品总协议书；

3、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说明书【CNYAQKF】及认购委托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仙通橡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1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