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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3月12日

上午九时召开，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曹家富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9年3月7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

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参加会议董事九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九人。 本次会议以

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曹家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华英顺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英顺昌” ）日常经营需要、确保资

金流畅通， 公司拟为华英顺昌向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沂支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400万元授

信额度事宜提供保证担保，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在担保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

施相关事宜，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一）》详见2019年3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二、 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英泽众禽业有限公司拟向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

申请贷款1500万元。 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不超过1500万元的保证担保，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

为准。 在担保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二）》详见2019年3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为合同养殖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有效解决公司合同养殖户的立体养殖场建设及养殖配套的资金需求， 公司拟为姚丰 （身份证号：

413024********1611）等90名合同养殖户向河南潢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潢川农村商业

银行” ）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贷款事宜提供每户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的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

超过8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在担保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

宜，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关于公司拟为合同养殖户提供担保的公告》详见2019年3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四、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申请借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融资需求， 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不超过8000万元额度的短期银行贷

款，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信用证、票据等。

《关于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借款的公告》详见2019年3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

关公告。

五、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经公司股东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复核，拟增选张威先

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如张威先生被选举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日止。 （张威先生简历附后。 ）

《关于公司增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详见2019年3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于2019年3月28日14时在公司总部11楼会议室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第二项、第五项议案。

《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详见2019年3月13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相关公告。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简历：

张威先生，中国籍，1974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河南省漯周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南农

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部经理，现任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河南天业仁和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张威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股东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9,604,98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541%。 张威先生为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除上述情况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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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一）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为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华英顺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英顺昌” ）日常经营需要、确保资

金流畅通， 公司拟为华英顺昌向莱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沂支行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400万元授

信额度事宜提供保证担保，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在担保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

施相关事宜，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019年3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一）》。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华英顺昌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华英顺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381071063789E

住所：新沂市瓦窑镇马庄村323省道北侧

法定代表人：曹家富

注册资本：2800万元整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肉鸭屠宰、分割；果蔬种植、销售、储藏；食品生产、销售；饲料购销；兽药（不含兽用生物制品）

销售；鸭苗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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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顺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股权。

3、华英顺昌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1日

资产总额 65,481,301.38 59,250,465.48

负债总额 38,234,669.44 36,557,352.82

净资产 27,246,631.94 22,693,112.66

【注：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

2018年第三季度末，华英顺昌资产负债率为61.70%；2018年期末，华英顺昌资产负债率为58.3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本公司、华英顺昌、华英顺

昌全体自然人股东与银行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 根据华英顺昌对

银行授信额度的使用情况，针对担保事宜，华英顺昌全体自然人股东戴祥松、李荣春、史兰三人（以下简称“自

然人股东” ）共同与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协议》。

《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

自然人股东的反担保范围为华英农业承担的担保责任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1）华英农

业代华英顺昌支付的银行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滞纳金、赔偿金及银行因实现债权的各种费用等其他全部

费用；2）华英农业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拍卖费等各种费用。

（2）反担保方式

自然人股东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以其全部资产为华英农业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 同时自然人股东以其持

有华英顺昌49%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于本协议签署后【30】日内办理质押登记。

（3）反担保保证期间

自然人股东反担保保证期间为：自华英农业代华英顺昌支付银行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滞纳金、赔偿金

等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之日起2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华英顺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51%的股权，公司拥有其绝对控制权。目前华英

顺昌经营稳健、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良好，未发生过逾期还款的情形。且华英顺昌三个自然人股东与公司签署

了《反担保协议》。 公司为华英顺昌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董事会同

意上述担保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

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董事会审议了为华英顺昌提供担保事项，是基于华英顺昌目前生产经营所需作出的，且充分考虑了

华英顺昌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华英顺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拥有绝对控制力，且其自然人股东与

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协议》。 对于此次担保，公司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本次担保符合《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的情形

截止本担保事项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78490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2017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1.52%。

除了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其他公司的担保，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

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反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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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二）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华英泽众禽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英泽众” ）拟向恒丰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分行申请贷款1500万元。公司拟为上述贷款提供不超过1500万元的保证担保，实际担保

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在担保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 华英泽众另一股东自然人张兴坤与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协议》。

2019年3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华英泽众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山东华英泽众禽业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3270744121129

（3）住所：莒南县淮海路西段北侧

（4）法定代表人：曹家富

（5）注册资本：2600万元整

（6）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禽畜养殖、销售；禽畜产品加工及销售；禽苗销售；饲料购销；兽用化学药品销售；羽毛收

购、加工、销售；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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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英泽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1%股权。

3、华英泽众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9月31日

资产总额 69,601,798.93 87,142,225.33

负债总额 60,122,045.21 72,709,709.78

净资产 9,479,753.72 14,432,515.55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

2018年第三季度期末，华英泽众资产负债率为83.44%；2018年末，华英泽众资产负债率为86.38%。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本公司、自然人张兴坤、银

行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针对担保事宜，华英泽众自然人股东张兴

坤与公司签署了《反担保协议》。

《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范围

自然人股东张兴坤的反担保范围为华英农业承担的担保责任及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1）

华英农业代华英泽众支付的银行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滞纳金、赔偿金及银行因实现债权的各种费用等其

他全部费用；2）华英农业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拍卖费等各种费用。

（2）反担保方式

自然人股东张兴坤提供连带保证担保，以其全部资产为华英农业担保责任提供反担保。 同时自然人股东

张兴坤以其持有华英泽众39%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并于本协议签署后【30】日内办理质押登记。

（3）反担保保证期间

自然人股东张兴坤反担保保证期间为：自华英农业代华英泽众支付银行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滞纳金、

赔偿金等所有其他应付费用之日起2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华英泽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61%的股权，公司拥有其绝对控制权。目前华英

泽众经营正常、财务状况和资信情况较好，未发生过逾期还款的情形。且华英泽众另一股东自然人张兴坤已与

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 公司为华英泽众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董

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

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董事会审议了为华英泽众提供担保事项，是基于华英泽众正常经营所需所作出的，且充分考虑了华

英泽众的实际经营情况和信用状况。华英泽众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拥有绝对控制力，且华英泽众另一股东

自然人张兴坤已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 对于此次担保，公司能有效的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本次担保符

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其决策程序

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本次

担保事项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的情形

截止本担保事项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78490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2017年12月

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1.52%。

除了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其他公司的担保，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

项。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反担保协议》。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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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拟为合同养殖户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为有效解决公司合同养殖户的立体养殖场建设及养殖配套的资金需求， 公司拟为姚丰 （身份证号：

413024********1611）等90名合同养殖户向河南潢川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潢川农村商业

银行” ）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贷款事宜提供每户不超过人民币100万元的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

超过8000万元，实际担保金额、期限等以担保合同为准。 在担保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

宜，公司董事长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2019年3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拟为合同养殖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述担保事项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姚丰（身份证号：413024********1611）等90名养殖合同户基本情况如下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养殖场场址

1 姚 丰 413024********1611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凤淮村姚围子

2 陈讲俊 413024********1337 河南省潢川县春申办事处庙岗村陈西

3 崔子贵 413024********1356 河南省潢川县付店镇凡村崔大店

4 崔子清 413024********1337 河南省潢川县付店镇凡村崔大店

5 唐耀志 413024********131X 河南省潢川县付店镇老街82号

6 李庆芳 413024********1383 河南省潢川县付店镇凡村村岗

7 陈耀兵 413024********1357 河南省潢川县付店镇凡村村岗

8 蔡凤明 413024********2650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邬桥村考城村民组30号

9 杨成友 413024********2635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邬桥村考城村民组10号

10 宋海全 413024********2792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邬桥村宋东村民组09号

11 胡耀娥 413024********162X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邬桥村宋东村民组07号

12 汤加辉 411526********2613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余店村牌营村民组10号

13 宋文书 411526********2633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邬桥村宋东村民组08号

14 蔡凤霞 413024********2648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邬桥村易营村民组06号

15 杨海宽 411526********2616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村考城村民组33号

16 李 波 411526********4516 河南省潢川县桃林铺镇香铺村朱营组

17 冯发顺 413024********6316 河南省潢川县城关镇迎宾大道104号

18 郑先红 413024********6049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连岗村小连岗组

19 冯继作 413024********6051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连岗村小连岗组

20 李龙海 413024********6032 河南省潢川县城关镇迎宾大道200号

21 魏 明 412025********5727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街道

22 龚玉华 413024********0087 河南省潢川县城关镇黄国商贸城531-30号

23 胡薇薇 413024********0060 河南省潢川县城关镇跃进东路125号

24 潘云峰 411526********6019 河南省仁和镇连岗村南湾组

25 宋成军 413024********6037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连岗村元墙组

26 李新忠 413024********6036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连岗村谭楼组

27 蔡厚轩 413024********601X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板岗村胡围孜组

28 李赢超 411526********6017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仁和村李空组

29 蒋少成 413024********2633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邓店村黄营村民组39号

30 黄瑞瑞 411526********4526 河南省潢川县桃林铺镇春河村黄寨组

31 黄瑞峰 411526********4512 河南省潢川县桃林铺镇春河村黄寨组

32 刘建洲 413024********2915 河南省潢川县上油岗乡常营村刘西组010号

33 曹加福 413024********6011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连岗村王楼组

34 常庆满 413026********6010 河南省固始县张广庙乡张街村丁营组

35 陈薄友 413024********6019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亚港村前丁组

36 陈建新 413024********1315 河南省潢川县付店镇何店村竹元组

37 陈良炎 413025********5132 光山县白雀园镇南街163号

38 杜鹏 413028********0937 河南省罗山县竹竿镇方尧村赵小湾组

39 范先椿 413025********5730 光山县斛山乡范乡村范乡东

40 付俊 413024********383X 河南省潢川县伞陂镇王香铺村彭东组

41 胡建 411526********3519 潢川县谈店乡长岗村马岗组

42 胡君 413024********3211 潢川县谈店乡刘营村胡寨村民组

43 黄昌生 413024********6733 河南省潢川县白店乡陈楼村黄湾组7号

44 霍新良 413024********0714 河南省潢川县城关镇五里村杨庄村民组1号

45 简学林 413025********0318 光山县城关镇前楼村东河

46 蒋学明 413024********3832 河南省潢川县伞陂镇杨集村和平组

47 蒋学珍 413024********3867 河南省潢川县伞陂镇杨集村应山组

48 鞠达红 411526********6041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杨楼村淹桥组

49 刘春生 413024********3513 潢川县谈店乡牌坊村

50 路新功 413026********7573 河南省固始县陈集乡八店村老庄组

51 罗方明 413024********3516 河南省潢川县谈店乡牌坊村黄岗坎组

52 吕斌 413024********4538 潢川县桃林铺镇黄大楼村丁岗组

53 马奋喜 413024********3515 河南省潢川县谈店乡牌坊村李营组

54 马勤忠 411522********0919 河南省光山县寨河镇街道

55 万明友 413028********0934 河南省罗山县竹竿镇赵山村李老湾组

56 王金成 413024********2614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新里集村堰西村民组11号

57 王树芳 413024********1348 河南省潢川县付店镇付店村甘围孜

58 王彦忠 413024********1337 潢川县付店镇周洼村周洼

59 吴忠 413029********2411 河南省罗山县竹竿镇镇直街道

60 谢强 413021********6235 河南省息县曹黄林乡谢老寨村

61 辛慧汶 411526********0130 潢川县春申办事处跃进路46号

62 袁保兵 413021********6211 河南省息县曹黄林乡刘寨村袁山岗队

63 张能付 413024********603X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谈围村徐营组

64 张永水 413024********2625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彭寨村余楼村民组

65 朱贵友 413024********3514 河南省潢川县谈店乡八里村

66 朱士江 413026********7511 固始县陈集乡春店村双庄组

67 谈昌意 413024********5413 河南省潢川县传流店乡陈营村陈上营组

68 张涛 411526********5715 河南省潢川县白店乡罗大塘村南围孜组

69 宋久群 413028********3932 河南省罗山县东铺乡新湾村新前组

70 彭锦国 413024********2618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双围孜村谈营村民组

71 任康友 41302********1338 河南省潢川县付店镇里棚村任东

72 胡士友 413024********3551 河南省潢川县谈店乡老君台村胡寨组

73 桂启中 413024********6713 河南省潢川县白店乡陈楼村彭湾村民组

74 彭文伟 413024********263X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新里集村集南村民组11号

75 苏良勇 413025********6615 河南省光山县斛山乡蔡桥村苏围孜村民组

76 魏国锋 413024********3530 河南省潢川县谈店乡毛集村祝岗组

77 孙国明 413024********6337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天赋路39号天时路社区1号

78 王敏敏 412829********5865 河南省正阳县袁寨乡梨王村胡庄28

79 王艳波 412829********5639 河南省正阳县袁寨乡梨王村刘庄1号

80 胡先寿 413025********2117 河南省光山县长兴镇乡长兴镇村邱湾

81 蔡祖夺 413024********3810 河南省潢川县弋阳区王香铺村弋营村民组

82 骆世保 413024********6017 河南省潢川县仁和镇黄营村骆榨村组

83 罗方国 413024********3837 河南省潢川县伞陂镇万大桥村上湾塘组

84 卢伟 413028********0926 河南省息县长陵乡代庄村张寨队

85 卢正伟 413021********4417 河南省息县长陵乡代庄村张寨队

86 翁文甫 413021********4410 河南省息县长陵乡翁楼村三队

87 胡汝成 413025********0313 河南省光山县城关镇

88 余堂 411526********6738 河南省潢川县谈店乡尤店村张营组

89 王伟杰 413024********2635 河南省潢川县魏岗乡张楼村湖梢村民组19号

90 吴作江 413024********4814 河南省潢川县张集乡祝朝坊村赵岗组

上述养殖户均为与我公司合作的大场养殖户，与公司有着多年良好的商品鸭养殖合作关系，对保证公司

的商品鸭源的稳定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与公司的合作中，公司持有上述合同养殖户一定量的养殖保证金，

以保证鸭苗投放、饲料的配送、药品购买、成鸭回收等工作的开展。

除上述关系外，上述养殖合同户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以及公司董监高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担保为拟担保授权事项，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本公司、每个养殖户与潢川

农村商业银行共同协商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总额度，每户担保额度不超过100

万元。 待每户具体办理银行贷款时，上述90名合同养殖户将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以其个人养殖场和其

他资产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与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期限一致。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90名合同养殖户与公司有着多年的良好合作关系，具有较好的信誉和经济实力。 此

次公司为上述90名合同养殖户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有效解决合同养殖户的养殖场建设及养殖配套对

资金的需求，也是为了一定程度上保证公司商品鸭源的稳定供应。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上述90名合同养殖户提供担保的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同意

上述担保事项。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上

述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董事会审议了公司为上述90名合同养殖户向银行贷款提供担保事项，此次担保是为了保证合同养殖

户立体养殖场建设和养殖环节的顺利实施，且充分考虑了合同养殖户的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的合作历史和

信用状况。 且上述合同养殖户在具体办理贷款时与公司签署《反担保协议》。 对于此次担保，公司能有效的控

制和防范担保风险。 本次担保符合《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公

司规章制度的规定，其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会损害

本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的情形

截止本担保事项前，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78490万元人民币，占最近一期（2017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31.52%。

除了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以外的其他公司的担保，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

项。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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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借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况

1、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融资需求，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申请不超过8000万元额度的短期银行贷款，包括但不限于贷款、信用证、票据等。

2、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9年3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借款的议案》，上述事宜属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其他安排

1、公司控股股东河南省潢川华英禽业总公司及公司董事长曹家富先生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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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增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经公司股东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提名，并经公司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及独立董事审核通过，提名张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张威先生简历

附后。 ）

1、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关于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要求，均不存在被

中国证监会及有关部门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2、截止本公告之日，张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公司股东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9,

604,9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41%。张威先生为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除上述情况外与其

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上述非独立董事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其任期截止日同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上述事项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生效，生效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附：拟任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威先生，中国籍，1974年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河南省漯周界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河南农

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投行部经理，现任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河南天业仁和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

张威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股东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9,604,98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5.541%。 张威先生为河南农投金控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除上述情况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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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19年03月28日下午14点召开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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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03月28日（周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03月27日（周三）-� 2019年03月28日（周四）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03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03月27日下午15:00至2019年

03月28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股权登记日：2019年03月22日（周五）。

（五）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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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1、截至2019年03月2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公司邀请列席会议的嘉宾。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号11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审议的议案

1、审议《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二）》；

2、审议《关于增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查阅2019年03月13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内容。

上述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予以披露。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

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二）》 √

2.00 《关于增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9年03月27日下午14:00-18:00。

（三）登记地点：河南省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号16楼证券部。

（四）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即委托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

件、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托书）、法

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凭本人的有

效身份证件、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3、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其中，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

料原件并提交给本公司。

4、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他人签署的，委托人（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授

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公司。

（五）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2、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3、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河南省潢川县产业集聚区工业大道1号16楼证券部

邮政编码：465150

联 系 人：杜道峰 何志峰

联系电话：（0376）3119896� � �（0371）55697517

联系传真：（0371）55697519

4、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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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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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321。

2、投票简称：“华英投票” 。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03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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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03月27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

2019年03月28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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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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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致：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

作具体指示的，被委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说明：请投票选

择时打√符号，该议案都不选择的，视为弃权。 如同一议案在同意和反对都打√，视为废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100 总议案：所有议案 √

1.00

《关于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

√

2.00 《关于增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附注：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

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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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3月12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会议会后，收到公司董事朱闽川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朱闽川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所担任的公司董

事职务，同时辞去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朱闽川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朱闽川先生的辞职，

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朱闽川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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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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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担保人：

武汉名流时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名流” ）

成都合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合源商贸” ）

成都金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鑫贸易” ）

扬州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和骏” ）

成都浦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浦兴商贸” ）

重庆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和骏” ）

西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和骏” ）

宝鸡锦沣泽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锦沣泽” ）

宝鸡锦源沣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源沣” ）

宝鸡鼎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鼎丰” ）

宝鸡宝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鸡宝丰” ）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宝业” ）

2、担保金额：193，059.96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否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包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

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

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担保标的

公司持股比例（包

括直接及间接）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武汉

名流

蓝光发展 77.40 77.40 100%

深圳中盈通保理有限

公司

蓝光发展承担差额

补足责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合源

商贸

蓝光发展 52.27 52.27 100%

深圳中盈通保理有限

公司

蓝光发展承担差额

补足责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

金鑫

贸易

蓝光发展 221.54 221.54 100%

深圳中盈通保理有限

公司

蓝光发展承担差额

补足责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

金鑫

贸易

蓝光发展 1，820.52 1，820.52 100%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

扬州

和骏

蓝光发展 1，000.00 1，000.00 100%

上海隆辉商业保理有

限公司

蓝光发展承担差额

补足责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

浦兴

商贸

蓝光发展 535.06 535.06 99%

深圳中盈通保理有限

公司

蓝光发展承担差额

补足责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

浦兴

商贸

蓝光发展 4，563.37 4，563.37 99%

成都益航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

重庆

和骏

蓝光发展 1，789.80 1，789.80 98%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

重庆

和骏

四川蓝光

和骏实业

有限公司

（简称“蓝

光和

骏” ）、重

庆和骏

50，000.00 50，000.00 9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重庆分行

蓝光和骏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及股

权质押担保；重庆和

骏提供土地抵押担

保（渝（2018）巴南

区 不 动 产 权 第

000147401 号 、

000147402 号 、

000147403号）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

西安

和骏

蓝光发展、

宝鸡鼎丰、

宝鸡宝丰、

西安和骏、

宝鸡锦沣

泽、宝鸡锦

源沣

125，000.00 125，000.00

100%

杭州工商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宝鸡

鼎丰、宝鸡宝丰提供

土地抵押担保 （陕

（2018）宝鸡市不动

产权第 0093789号 、

0087050号）；西安和

骏、宝鸡锦沣泽、宝鸡

锦源沣提供股权质

押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

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宝鸡

锦沣

泽

70%

宝鸡

锦源

沣

70%

宝鸡

鼎丰

35.35%

宝鸡

宝丰

35.35%

11

浙江

宝业

蓝光发展 8，000.00 8，000.00 无关联关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柯桥支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合计 193，059.96 193，059.96 - - - -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及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预计2018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00亿元， 有效期自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18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0.00 200，00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1，760，000 1，353，955.34 406，044.66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5，040，000 2，006，316.41 3，033，683.59

合计 7，000，000 3，360，271.75 3，639，728.25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订担保

合同的同时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

的类别。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额度全

部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前述第10项担保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股比

例（包括直

接及间接）

主要财务指标

武汉名流

时代置业

有限公司

武汉市硚口区古田四路13

号江城壹号文化创意园

8-201号楼E-212-2室

戴继英 10，0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100%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475，817.56万元，总

负债391，055.51万元，净资产84，762.05万元；2017

年1-12月， 营业收入108，003.70万元， 净利润15，

504.50万元。

成都合源

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春江

东路256号81栋1层256号

黄晓敏 10，000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构件、

铁矿石；仓储服务。

100%

截止2018年9月30日， 总资产470.72万元， 总负债

458.95万元，净资产11.78万元；2018年1-9月，营业

收入227.57万元，净利润11.78万元。

成都金鑫

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

珠江路600号2单元314号

廖万伟 10，000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构件、铁

矿石；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100%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6，056.60万元，总负债

6，055.39万元， 净资产1.22万元；2018年1-9月，营

业收入418.12万元，净利润1.22万元。

扬州和骏

置业有限

公司

扬州市邗江区杨庙镇原杨

庙小学内

徐宇东 8，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 100%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39，882.90万元，总负

债31，940.30万元， 净资产7，942.60万元；2018年

1-9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57.40万元。

成都浦兴

商贸有限

责任公司

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89号

1栋1单元2楼208-1号

王小英 3，000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构件、

铁矿石；仓储服务。

99%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785，272.99万元，总

负债779，405.61万元， 净资产5，867.37万元；2017

年1-12月， 营业收入91，777.17万元， 净利润1，

744.13万元。

重庆和骏

置业有限

公司

重庆市大渡口区跃进村街

道跃进路631号

李非 2，000

房地产开发（在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

自有房屋租赁；楼盘销售代理。

98%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97，793.37万元，总负

债49，580.58万元， 净资产48，212.79万元；2017年

1-12月， 营业收入41，922.77万元， 净利润-2，

085.91万元。

西安和骏

置业有限

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沣东新城天

台路与征和四路西南角蓝

光·公园华府售楼部二层

201室

董其武 2，000

许可经营项目：土地整理工程的设计、施工；房地产

开发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禁止的技术除外）。

100%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总资产26，582.52万元，总负

债26，601.00万元，净资产-18.48万元；2017年1-12

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8.48万元。

宝鸡锦沣

泽置业有

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金台

大道68号金融广场A座10

层06号

董其武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工程、

设计、施工。

70%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70，983.30万元，总负

债70，979.10万元，净资产4.21万元；2018年1-9月，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4.21万元。

宝鸡锦源

沣置业有

限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虢镇

东门高速路以南河堤路以

北虢磻路以东

董其武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工程、

设计、施工。

70%

截止2018年9月30日，总资产20，278.35万元，总负

债20，276.66万元，净资产1.69万元；2018年1-9月，

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69万元。

宝鸡鼎丰

置业有限

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

高新十路18号

董其武 1，0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咨询。 35.35%

截止2018年6月30日，总资产61，425.31万元，总负

债61，390.99万元， 净资产34.32万元；2018年1-6

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71.25万元。

宝鸡宝丰

置业有限

公司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开发区

高新十路18号

董其武 1，000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房屋租赁；房地产咨询。 35.35%

截止2018年6月30日，总资产24，214.74万元，总负

债23，566.02万元， 净资产648.72万元；2018年1-6

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68.69万元。

浙江宝业

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杨汛

桥镇杨汛路228号

金吉祥

101，

000.00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地基与基础工程专

业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承包壹级、机电设

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壹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消防设施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贰级、承包境外

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上述工

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

及维修、保养；机械设备租赁；钢管、扣件租赁；脚手

架搭设作业。

无关联关系

截止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590，229.26万元，总

负债378，606.71万元， 净资产211，622.55万元；

2017年1-12月营业收入925，999.23万元， 净利润

15，399.41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2月28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3，869，000万元，占公司2017年末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63.71%；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

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692，370万元， 占公司2017年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51.29%。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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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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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

11

欧亚债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1

欧亚债”公司债券本息兑付和摘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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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兑付债权登记日：2019年3月20日

●债券停牌起始日：2019年3月21日

●兑付资金发放日：2019年3月21日

●摘牌日：2019年3月21日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2年3月21日发行的长春欧

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19年3月21日支付

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3月20日期间最后一个年度利息和本期债券的本金，为保证还本

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1年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

2、债券简称：11欧亚债。

3、债券代码：122127。

4、发行总额：4.7亿元人民币。

5、债券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张，按面值平价发行。

6、债券期限：本期债券的期限为7年，附第5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7、债券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形式，票面年利率为7%。

8、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9、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利息每年支付一

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 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之日起不另计利息，本金自本金

支付之日起不另计利息。

10、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9年每年的3月21日（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付息日为2013年至2017年每年的3月21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兑付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担保安排：本期债券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欧亚集团沈阳联营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房

产依法设定抵押，以保证本期债券的本息按照约定如期兑付。

12、债券评级机构及债券信用等级：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主体的

长期信用等级为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

13、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2012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登记、托管、代理债券付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

二、本次本息兑付方案

按照《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票面利率公告》，本次本息兑付的

本金总额为4.70亿元；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7.00%。 每手面值1,000元的本期债券派发利

息为70.00元（含税），派发本金为人民币1,000元。

三、兑付债权登记日和付息日

1、计息期间：2018年3月21日至2019年3月20日。

2、兑付债权登记日：2019年3月20日

3、债券停牌起始日：2019年3月21日

4、兑付资金发放日：2019年3月21日

5、摘牌日：2019年3月21日

四、兑付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至2019年3月20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1欧亚债” 持有人。

五、兑付方法

1、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

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

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

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

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

告为准。 公司将在本年度兑付、兑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足额划付至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

债券本金及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本金及利息。

六、关于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持有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个人投资者）应按照利息额的20%缴

纳个人所得税，由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即每手“11欧亚债” 面值1,000元人民币扣税后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派发利息为56元。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由

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请各兑付机构按照

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

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的个人利息所得税征缴说明如下：（1） 纳税人： 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4）征税环节：

个人投资者在兑付机构领取利息时由兑付机构一次性扣除；（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

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兑付机构。

2、关于向居民企业征收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的居民企业持有人的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手

“11欧亚债” 面值1,000元人民币实际派发利息为70元（含税）。

3、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8]108号）的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

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

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

的债券利息。

七、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发行人

名称：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飞跃路2686号

联系人：苏焱

电话：0431-87666905

传真：0431-87666813

2、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名称：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北大街18号

联系人：颜吉广

电话：010-85556362

3、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电话：021-68870114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三日

B042

■ 2019年3月13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