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披露
(上接B074版)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付运费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高平市百恒运输有限公司
其支付运费

15,000,000.00

10,440,304.51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晋城市安凯工贸有限公司
其支付运费

1,000,000.00

1,048,176.1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兰云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及配件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山西兰花药业有限公司
购纯净水

729,080.79

713,734.86

4,500,000.00

2,317,011.35

500,000.00

272,388.31

2,323.69
12,726.64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北岩物流有限公司
付运费

4,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其支付劳务费

2,933,569.13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购
山西兰花百货超市有限公司
买职工福利用品（粮油）

19,000,000.00

13,138,364.34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高平市利佳隆劳务派遣有限公
支付劳务派遣费
司

2,310,321.35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购原材料及配件

2,500,000.00

2,102,536.18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兰云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支付加工费

348,601.41

3,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太行中药有限公司
支付纯净水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支付搬家费

211,204.18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高平市普华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支付盘运费

1,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百货超市有限公司
支付办公用品

2,467.99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售电有限公司
支付线路维护费

1,395,519.89

750,000.00

835,556.25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高平市百恒运输有限公司
支付运费

22,000,000.00

10,440,304.51

679,245.28
7,404,997.17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安凯工贸有限公司
支付运费

1,100,000.00

1,048,176.1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晋城市兰云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购材料及配件

4,000,000.00

1,273,149.7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晋城市云发工贸有限公司
购材料及配件

1,000,000.00

729,080.79

10,000.00

2,323.69

566.04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晋城市云发工贸有限公司
其支付装卸费
小计

2,532,190.56
769,122,500.00

429,872,544.0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
出售包装材料
司

4,700,000.00

4,268,194.06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云发工贸有限公司
支付运费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
司

15,000,000.00

4,390,333.20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东峰煤矿有限公司
支付运费

20,000.00

12,726.64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
收取水费
司

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支付劳务费

3,000,000.00

2,933,569.13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
销售材料及配件
司

1,000,000.00

522,760.49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高平市利佳隆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付劳务派遣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
收取污水处理费
司

450,000.00

214,412.03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
收取装车费
司

50,000.00

12,304.13

15,000,000.00

7,167,619.39

本公司向其销售煤炭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华润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 销售材料及配件
劳务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责
销售材料及配件
任公司

3,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向其收取结 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责
算服务费
任公司

55,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责
销售材料及配件
任公司

8,000,000.00

2,500,000.00

2,310,321.35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晋城市兰云机械加工有限公司
付加工费

500,000.00

348,601.4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太行中药有限公司
付纯净水

250,000.00

211,204.18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百货超市有限公司
付办公用品

50,000.00

2,467.99

500,000.00

835,556.25

793,132.95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售电有限公司
支付变电维护费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泽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支付评估费

5,382,500.20

47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山西泉域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支付水费

本公司向其收取结算服务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责
费
任公司

1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真诚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支付招标费

山西兰花国际物流园区开发有
限公司

10,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国际物流园区开发有
销售材料及配件
限公司

13,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责
收取装车费
任公司

本公司向其销售化肥

本公司向其收取水费

山西兰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云发工贸有限公司
支付装卸费
11,988,231.97

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收取燃气费

50,000.00

7,585.2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收取转供电费电费

40,000.00

42,007.01

700,000.00

679,245.28

7,800,000.00

7,404,997.17

1,000.00

566.04

4,100,000.00

2,532,190.56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其支付
山西兰花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工程审核费

6,8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付劳务派遣费

4,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付餐费

55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付会议费

67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收取装车费

1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高平市方兴运贸有限责任公司
付运费

7,4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销售化肥

2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高平市开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付运费

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销售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化肥

2,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平
高平市开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皮费

6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收取装车费

2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太行中药有限公司
支付福利费

18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集团丝麻发展有限公
收取水电空调费
司

50,080.77

9,225.41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泽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支付评价服务费

2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王莽岭文化旅游有限
销售材料及配件
公司

500,000.00

386,206.9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新动力经贸有限公司
销售甲醇

100,000.00

75,140.4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公
销售高清洁燃气
司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酿造有限公司
销售高清洁燃气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高清洁燃气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收取煤炭仓储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安凯工贸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及配件

50,000.00

10,000.00
435,434.31
1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大宁发电有限公司
销售尿素

300,000.00
200,000.00

5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
销售高清洁燃气
司

5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高平市普华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收取装车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动力伟业经贸有限公司
收取装车费

942,955.91

5,000,000.00
200,000.00
50,000.00

50,172.4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药业有限公司
销售材料及配件

25,646.55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销售电费

1,683,911.7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云发工贸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

7,892,865.37

101,163.78
82,605,000.00
1,000,000,000.00

973,785,184.32

小计

1,000,000,000.00

973,785,184.32

本公司租赁车辆

高平市开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本公司租赁铁路专用线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40,000,000.00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8,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租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赁支架设备
本公司租赁车辆

200,000.00

850,000.00

兰花集团租赁本公司房屋

兰花集团子公司租赁本公 山西兰花集团丝麻发展有限公
租赁(本公司作 司房屋
司
为租赁方)
兰花集团子公司租赁本公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司仓库
小计
本公司子公司的利息支出

850,000.00
110,000.00

小计
合计

120,478.27
29,594,571.43
7,273,809.53

关联方

1,163,793.12

代收代付

836,413.14

14,196,046.27
14,196,046.27

12,062,332.27

1,916,373,546.27

1,516,359,589.34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责任
售材料及配件
公司

1,730,000.00

793,132.95

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责任
公司

55,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责任
售材料及配件
公司

6,900,000.00

本公司向其收取结算服务费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责任
公司

85,000.00

本公司向其销售化肥

山西兰花国际物流园区开发有限
公司

1,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国际物流园区开发有限
售材料及配件
公司

15,000,000.00

2019年预计金额

2018年实际发生额

150,000.00

103,025.86

900,000.00

721,911.98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兰花大宁煤炭有限公司
付运费

5,300,000.00

2,561,648.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付工程咨询费

2,600,000.00

2,551,854.03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林业有限公司
付林场管理费

1,300,000.00

1,245,283.04

2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司
付食宿费
北岩宾馆

1,600,000.00

本公司下属子公司向其支付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公司
体检费
（职工医院）

500,000.00

147,851.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司
付体检费
（职工医院）

3,000,000.00

1,285,323.02

396,445.14

2,636,000.00

2,483,490.62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付运费

21,000,000.00

11,959,834.32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付加工费

4,000,000.00

3,976,951.52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购原材料

19,000,000.00

11,168,869.66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购
山西兰花酿造有限公司
买职工福利用品（食醋）

4,000,000.00

2,514,03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付电费

1,600,000.00

532,397.37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付运费

800,000.00

707,547.19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山西兰花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
购原材料及配件

1,000,000.00

182,668.19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安全计量技术有限公司
付检测费

4,100,000.00

2,287,344.79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山西兰花集团丝麻发展有限公司
购工作服

6,000,000.00

5,274,629.17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付工程监理费
公司

3,000,000.00

1,814,904.73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高平市开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付劳务派遣费

10,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高平市普华苗木种植有限公司
付绿化费

1,000,000.00

892,252.08

21,000,000.00

16,461,617.31

200,000.00

9,602,605.05

144,277.7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付电费

500,000.00

304,024.73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付加工费（型煤加工）

21,000,000.00

20,416,788.60

11,988,231.97

4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收
山西兰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取燃气费

20,000.00

7,585.2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收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取转供电费电费

60,000.00

42,007.0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收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取装车费

60,000.00

50,080.77

20,000.00

9,225.41

15,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王莽岭文化旅游有限公
售材料及配件
司

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晋城市新动力经贸有限公司
售甲醇

100,000.00

75,140.4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晋城市动力伟业经贸有限公司
售煤炭

500,000.00

435,434.31

386,206.90

50,000.00

25,714.71

1,000,000.00

942,955.9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售蒸汽、水

20,000,000.00

8,075,813.4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售高清洁燃气

30,000.00
10,000,000.00

5,298,943.9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司
售材料及配件

85,000.00

50,172.4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药业有限公司
售材料及配件

50,000.00

25,646.55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售电费

2,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晋城市云发工贸有限公司
售煤炭

9,000,000.00
1,700,000.00
150,000.00

1,683,911.70
7,892,865.37
1,636,306.37
101,163.78
61,478,662.54

本公司代收代付兰花集团下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属煤矿销售煤炭的货款和运
及其下属煤矿
费

900,000,000.00

973,785,184.32

小计

900,000,000.00

973,785,184.32

高平市开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和金额

“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本年金额
1,208,537,979.44元，上年金额1,518,253,048.18 元；
（1）资产负债表中“应收票据” 和“应收账款” 合并列示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本年
为“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 ；“应付票据” 和“应付账款”
金额1,854,196,475.23 元， 上年金额1,977,326,974.18元；
合并列示为“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 ；“应收利息” 和“应
调增“其他应收款” 本年金额175,069,550.32元，上年金额 0.00 元；
收股利” 并入“其他应收款” 列示；“应付利息” 和“应付
调增 “其他应付款” 本年金额14,842,469.72元， 上年金额16,242,
股利” 并入“其他应付款” 列示；“固定资产清理” 并入
713.89元；
“固定资产” 列示；“工程物资” 并入“在建工程” 列示；
调增“固定资产” 本年金额 0.00 元，上年金额 0.00 元；
“专项应付款” 并入“长期应付款” 列示。 比较数据相应调
调增“在建工程” 本年金额77,538,121.75元，上年金额 26,923,094.70
整。
元；
调增“长期应付款” 本年金额 0.00 元，上年金额 0.00 元。
（2）在利润表中新增“研发费用” 项目，将原“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项下， 本年新增利息费用437,473,947.57元 ， 利息收入16,907,
中的研发费用重分类至“研发费用” 单独列示；在利润表
234.41元； 上 年 新 增 利 息 费 用381,240,680.13元， 利息收入27,255,
中财务费用项下新增“其中：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项
243.96元。
目。 比较数据相应调整。

财政部会计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发布了《关于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有关问题的解读》，明确了代扣个人所得税手
续费返还在利润表的“
其他收益” 项目中填列。 执行上述规定对本公司无影响。
本公司实际收到的政府补助，无论是与资产相关还是与收益相关，在编制现金流量表时均作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列报，对可比
期间的比较数据进行调整，此事项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影响数。
2017 年，财政部分别修订并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3 号—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号—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以下统称“
新金融工具准则” ），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
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告的企业，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实行上述会计准
则，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董事会同意公司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会计政策。
金融工具准则的修订内容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分类由现行“
四分类” 改为“
三分类”（即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以及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减少金融资产类别，提高分类的
客观性和有关会计处理的一致性；金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
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
预期信用损失法” ，以更加及时、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
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修订套期会计相关规定，拓宽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的范围，使套期会计更加如实地反映企业
的风险管理活动；此外在明确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等方面也做了调整和完善。
本公司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原分类
为“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一般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也允许公司将非交易
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但该指定不可摊销，且在处置时不得将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的累计公允价值变动额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根据新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衔接规定，公司无需重述前期可比数，首日执行新准则与原准则的
差异调整计入 2019 年期初留存收益或其他综合收益，并于2019 年一季报起按新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不重述 2018 年末可比
数。 对财务报表项目进行调整的，按规定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披露。
二、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
（财会[2018]15号）等相关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变更事项符合各项法律法规相关规定，执行该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股票代码：600123 股票简称：兰花科创 公告编号：临2019-014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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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9日，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取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2018年，公司对所属分、子公司资产和资产组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算，部分分、子公司资产和资产组发
生了减值，共计提取在建工程减值准备6,018.94万元；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250.53万元；暂不使用存货提取存货跌价准备2,279.87
万元，全额计提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1,887.35万元。 具体如下：
一、提取资产减值准备情况
（一）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化工分公司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4,405.29万元。
化工分公司将于2019年投运55T三废混燃炉，现有的35T锅炉、20T锅炉、1#吹风气、2#吹风气，因环保因素停运；尿素系统部分资产无
法使用，对上述资产提取减值准备4,405.29万元。
（二）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阳化分公司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3,931.24万元。
因技术陈旧，不达环保要求，阳化分公司部分机器设备目前处于闲置状态，经相关技术科室人员共同检查核实，确认该部分机器设备
腐蚀泄露严重，如继续闲置，存在损坏无法继续使用的风险很大，且该部分机器设备已不能满足生产要求，对该部分固定资产提取减值准
备3,931.24万元。
（三）兰花煤化工公司在建工程提取减值准备4,175.7万元。
公司煤化工3052项目暂缓建，鉴于公司所属化肥化工企业目前仍采用固定床间歇式造气工艺技术，成本相对较高，连续多年亏损，且
国家对化肥化工企业环保要求越来越高，根据国务院国发[2018]22 号关于“
淘汰炉膛直径 3 米以下燃料类煤气发生炉，加大化肥行业固
定床间歇式煤气化炉整改力度” 的要求，按照“
先保生存、再求发展” 的思路，董事会同意对现有两台 GSP 炉先期进行改造。 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改造尚未进行，本年公司据此进行减值测试，较上年减值测试时预计支出增加4,175.7万元，导致该项资产的未来现金流量净流
入减少4,175.7万元，因此计提减值准备4,175.7万元。
（四）重庆兰花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904.27万元,原材料减值准备956.84万元,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
准备569.46万元。
由于重庆兰花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8年12月24日收到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8）渝0101破申19号，受
理了公司对重庆兰花太阳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 根据谨慎性原则，对重庆太阳能的资产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904.27万元，
原材料减值准备956.84万元,应收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569.46万元。
（五）沁水县贾寨煤业投资有限公司提取在建工程减值准备1843.24万元。
2018 年 7 月 24 日，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关于矿山企业纳入已自行废止矿业权名单的公告》，山西省沁水县贾寨村煤矿详查
（三次保留）纳入自行废止矿业权名单，该探矿权人为公司全资子贾寨煤业。 贾寨煤业已按照公告要求，向山西省国土资源厅提出异议申
请。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收购时的在建工程全额计提减值准备1,843.24万元。
（六）山西兰花芦河煤矿有限公司提取存货跌价准备1,323.02万元，全额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986.31万元。
芦河公司对存货进行盘查清点，发现部分材料放置时间较长，老化变质、以及存在与投入生产后的配件规格型号不一致等情况，对其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323.02万元。 由于部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欠款时间较长，不易清收，基于谨慎性原则，对部分应收款项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全额计提的应收款项为986.31万元。
（七）山西兰花宝欣煤业有限公司全额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331.59万元。
东方洗煤厂是原沈煤集团下属的一个洗煤厂，2014年欠宝欣煤业余款235.72万元，沈煤集团已经撤销，公司已倒闭，人员全部撤离，所
欠煤款无法收回。
古县宇安煤业有限公司欠宝欣煤业煤款 95.87万元于2014年形成，因该公司(洗煤厂)不符合环保要求，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经营困难，
目前该公司人员无法取得联系，基于谨慎性原则，拟全额计提应收款项坏账准备95.87万元。
（八）山西兰花山阴口前煤业有限公司提取固定资产减值准备9.73万元。
二、对本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计提减值准备将导致2018年资产减值损失增加20，436.69万元，影响公司2018年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减少20,436.69万元。
三、相关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已经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
审计委员会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进行了事前审核，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符合上述资产的实际情况。 计提减值后能够更加公允地反映公
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在进行减值测试的基础上，共对所属化工分公司、阳化分公司、煤化工公司等8家单
位计提取在建工程减值准备6018.94万元,固定资产减值准备10250.53万元，暂不使用存货提取存货跌价准备2279.87万元，全额计提应收
账款、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1887.35万元。 我们认为上述资产减值的计提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能够更加客观反映公司
资产情况，我们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的相关规定，符合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 计提减值后能够更加公允
地反映公司截至2018年末的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四、备查文件
1、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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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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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1、山西兰花科创玉溪煤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玉溪煤矿” ）
2、山西兰花煤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花煤化工” ）
3、山西兰花丹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丹峰化工” ）
4、山西兰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花机械” ）
5、山西朔州平鲁区兰花永胜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花永胜” ）
6、山西兰花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花清洁能源” ）
7、山西古县兰花宝欣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花宝欣” ）
8、山西蒲县兰花兰兴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兰花兰兴”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公司拟在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为公司所属子公司提供最高担保额度不超过
358,500万元，截止2018年末公司实际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230，921.89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公司将在实际签署担保协议时，落实相关反担保措施。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积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4月19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满足公司所属子公司生产
经营、项目建设需要，公司拟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前在担保总额不超过358,500万元内继续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资金用途

最高担保额度（万元）

玉溪煤矿

项目建设

236,500.00

兰花煤化工

项目建设、流动资金

30,000.00

丹峰化工

流动资金

13,000.00

兰花机械

流动资金

1,000.00

兰花永胜

项目建设

20,000.00

兰花清洁能源

流动资金

25,000.00

兰花宝欣

项目建设、流动资金

兰花兰兴

项目建设
合计

91,230,000.00

30,000.00
3,000.00
/

358,500.00

上述事项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

注册资本

业务性质

总资产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
率（%）

营业收入

200,000.00

120,478.27

本公司租赁铁路专用线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5,000,000.00

29,594,571.43

兰花煤化工

本公司租赁土地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300,000.00

7,273,809.53

丹峰化工

28,570

本公司租赁房屋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司

270,000.00

兰花机械

4,416

机械制造

兰花永胜

21,404

采掘业

兰花清洁能源

90,800

煤化工

兰花宝欣

50,000

采掘业

兰花兰兴

2,100

采掘业

86,468.57

晋城市兰花旅行社有限公司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1,500,000.00

1,163,793.12

100,000.00

67,515.00

600,000.00
44,970,000.00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租赁(本公司作 兰花集团子公司租赁本公司
山西兰花集团丝麻发展有限公司
为租赁方)
房屋

本公司子公司的利息支出

840,000.00

38,220,167.35
836,413.14

110,000.00

104,285.71

950,000.00

940,698.85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5,000,000.00

12,062,332.27

小计

5,000,000.00

12,062,332.27

1,759,359,000.00

1,516,359,589.34

小计
其他关联交易

5,382,500.20

山西兰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合计

6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付纯净水款

7,167,619.39

兰花集团租赁本公司房屋

12,062,332.27

本公司向其支付电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购原材料及配件

8,700,000.00

小计

940,698.85

29,030,203.63

本公司向其支付物业管理费
山西兰花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和电梯维修费

12,304.13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华润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售材料及配件

本公司租赁土地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山西兰花东峰煤矿有限公司
购材料及配件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山西兰花经贸有限公司
购材料及配件

214,412.03

50,000.00

本公司租赁车辆

245,356,768.36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付住宿费

32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取装车费

租赁(本公司作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租赁
为承租方)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支架设备

104,285.71

41,000,000.00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取污水处理费

本公司租赁车辆

38,220,167.35

420,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山西华润大宁能源有限公司
购煤炭

522,760.49

小计

单位：元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购煤炭
及其下属子公司

6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售尿素

（三）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预计2018年度关联交易总额为175,935.9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预计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情况
按产品和劳务
等进一步划分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售材料及配件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晋城国运天睿能源有限公司
售尿素

200,000.00
1,160,000.00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4,390,333.20

67,515.00
49,290,000.00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

4,500,000.00

240,000.00

晋城市兰花旅行社有限公司

小计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售煤炭

61,478,662.54

本公司代收代付兰花集团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
下属煤矿销售煤炭的货款
司及其下属煤矿
和运费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
司

4,268,194.06

本公司向其销售煤炭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晋城市动力伟业经贸有限公司
售清洁燃料

1,636,306.37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
销售尿素
司

租赁(本公司作
本公司租赁房屋
为承租方)

429,872,544.01

6,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销
山西兰花大宁发电有限公司
售尿素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国运天睿能源有限公司
销售尿素

本公司租赁土地

717,209,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出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司
售包装材料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收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
取装车费
劳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收
山西兰花集团丝麻发展有限公司
取水电空调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
销售材料及配件
司

小计

500,000.00

本公司向其收取水费

5,298,943.91

30,000.00
100,000.00

400,000.00

本公司向其收取结算服务费

8,075,813.40

5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兰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付洗理费

2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酿造有限公司
销售高清洁燃气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

25,714.71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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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本公司于2019年4月19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相关规定，公司2018年财务报表采用新的报表格式，同时对可比期间的比较数据
按照财会[2018]15号文进行调整。 本公司执行上述规定的主要影响如下：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取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2,0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售电有限公司
支付电费

小计

250,000.00

5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公
销售高清洁燃气
司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兰花旅行社有限公司
支付租车费

5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太行中药有限公司
收取燃气费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有限公
销售蒸汽、水
司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兰花睿智职业技术培训中心
支付培训费

100,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动力伟业经贸有限公司
销售煤炭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动力伟业经贸有限公司
销售清洁燃料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
支付绿化费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晋城泽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
其支付评估费
司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山西兰花真诚招标代理有限公
其支付招标费
司

1、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对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讨论，7名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上述议案。
2、该日常性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将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七、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股票代码：600123 股票简称：兰花科创 公告编号：临2019-013

3,904,334.01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山西兰花售电有限公司
其支付变电维护费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山西泉域水资源开发有限公司
其支付水费

采购商品/ 接
受劳务

10,000,000.00

12,000.00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山西兰花东峰煤矿有限公司
其支付运费

关联交易类别

1,139,627.17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采
武汉兰花现代商贸有限公司
购原材料及配件

本公司及下属分子公司向
晋城市云发工贸有限公司
其支付运费

其他关联交易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山西安凯达职业装有限公司
付工作服费用

1,200,000.00

1,273,149.71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
晋城市云发工贸有限公司
采购材料及配件

代收代付

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向其支
晋城市锐博工贸有限公司
付运费

Disclosure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45.11%的股权，法定代表人：毋瑞军，注册日期1997年9月，注册资本
100,800万元，主营原煤开采；型煤、型焦、化工产品、建筑材料的生产和销售；餐饮服务；技术服务；矿山机电设备维修、配件加工、销售；冶
炼、铸造；烟、酒、副食、日用百货、五金交电零售；医疗诊所。 截至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1,133,767.56万元，净资产132,212.04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集团北岩煤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盖克，注册日期2003年，注册资本12,762.65万元，为公司控股股东山西兰花煤炭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持股全资子公司，主营原煤开采、型煤、型焦、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截止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287,909.13万元，净资产126,
324.8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集团莒山煤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文庆，注册日期2003年5月，注册资本5,622.73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99.82%，主营原煤开采、型煤、型焦、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 截止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153,933.1万元，净资产17,318.52万元（以
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集团东峰煤矿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盖克，注册日期2007年11月，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47.7%，主营煤炭开采。 截止2018年末，公司总资产212,851.49万元，净资产102,123.2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华润大宁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东，注册日期：2000年5月，注册资本5,360万美元，公司持股比例41%，主营煤炭产品生
产及销售。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240,245.78万元，净资产96,492.02万元。
山西兰花国际物流园区开发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书峰，注册日期2009年，注册资本36,000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69.44%，主营市场交易、电子信息、仓储运输、物流配送。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126,320.97万元，净资产13,765.3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林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古三伟，注册日期2011年，注册资本300万元，为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主
营苗木生产、销售。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841.82万元，净资产471.9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华明纳米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建民，注册日期2001年，注册资本7,723.91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88.66%，主营生产和销售超细粉末等纳米新材料产品。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56,142.26万元，净资产10,196.48万元（以上数据
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香山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胡军明，注册日期2005年，注册资本850.00万元，为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主营矿山机械、零售日用百货、金属网编制、五金交电、型煤加工及销售。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3,882.47万元，净资产596.5万元（以上
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光明，注册日期2005年，注册资本400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98.75%，主营物业管理。 截至2018年末总资产6,903.36万元，净资产-3,385.3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大宁煤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晓东，注册日期2000年，注册资本2,620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5.34%，主营煤炭销售服务、矿山机电及设备维修，煤矿后勤服务。 截至2018年末总资产8,351.52万元，净资产5,612.8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山西兰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建中，注册日期1998年，注册资本10,000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6.30%，主营人用药品片剂、胶囊剂、颗粒剂的生产销售。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25,305.61万元，净资产12,584.48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山西兰花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慧和，注册日期2005年，注册资本800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86.38%，主营生产销售煤矸石、空心砖、实心砖。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10,440.68万元，净资产4,789.1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俊生，注册日期2005年，注册资本850万元，为山西兰花新型墙体材料有限公司全资子公
司，主营编网加工、轧辊加工、制造金属顶梁、矿用锚索、树脂锚杆、金属杆体及附件、树脂锚固剂、矿用钢塑复合网假顶灯矿用支护产品及
矿用设备配件；机械加工制作；建筑安装、机械设备安装劳务服务；普通货物装卸；矿山设备配件、金属制品、建材、塑料制品、农膜、煤炭、铸
铁件、化肥销售、道路普通货物运输。食品生产：纯净水加工销售等，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6,559.73万元，净资产2,831.24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高平市开源劳务派遣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申泽峰，注册日期2010年，注册资本200万元，为晋城市安达科工贸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营劳务派遣、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园林绿化。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394.65万元，净资产187.1万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酿造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段君， 注册日期2000年， 注册资本1,215.285万元， 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70.04%，主营酱油、食醋加工销售。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2,150.47万元，净资产-75.1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岳明明，注册日期2011年，注册资本300万元，为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主营建设工程监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项目招标代理；工程造价咨询。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1,139.86万元，净资产806.05万
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集团丝麻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贵庭，注册日期2012年，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53.33%，主营服装、服饰、床上用品、纺织品销售。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3,310.58万元，净资产3,248.66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骈建业，注册日期2011年，注册资本110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
股90.91%，主营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1,382.94万元，净资产1,291.1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安全计量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田锐，注册日期2012年，注册资本400万元，为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
公司，主营计量器具检定校准。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628.49万元，净资产383.5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文忠，注册日期2013年，注册资本5,000万元，为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主营中餐类制售、KTV音乐厅、住宿、桑拿等。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4,124.58万元，净资产-4,620.72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大宁发电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冯飞，注册日期2007年，注册资本9,000万元，其中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51%，主营电力生产、销售机电设备维修、供热供气。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28,107.14万元，净资产9,212.01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山西兰花百货超市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磊， 注册日期2014年， 注册资本300万元， 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股
100%。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6,031.33万元，净资产-266.8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晋城市云发工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马建强，注册日期2004年，注册资本30万元，为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主营货物装卸，道路运输等。 截止2018年末总资产2,393.66万元，净资产646.85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与控股股东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发生租赁土地和铁路专用线、支付物业服务费、收取房屋租赁费等关联
交易的价格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定价；采购煤炭，销售矿山机械配件等采用市场价格。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产供销系统，但鉴于公司使用的土地和铁路专用线是集团公司依法拥有的，公司与其签订《土地使用权租赁
合同》、《铁路专用线租用合同》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 通过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
为满足公司下属化肥化工企业生产的原料煤供应，以市场价格向兰花集团公司下属煤矿企业和公司参股华润大宁能源有限公司采购
煤炭。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山西兰花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主营矿山机械、支护材料、洗选设备的生产制造，以市场价格向兰花集团公司下属煤
矿企业和公司参股的山西华润大宁能源有限公司销售矿山机械配件产品。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认为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是正常的、合理的。 公司2018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未超过预计金额。 公司2019年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定价和公平协商定价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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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担保的情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不包括对股子公司的担保）。
（二）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截至2019年3月31日，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没有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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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改《
公司章程》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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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18年修
订）、《关于修改〈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的决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对本公司《公司章
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公司章程》相关条款修订前后对照表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公司在下列情况下,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和本章程的规定,收购本公司的股份: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一)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公司合并；
第二
(二)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其他公司合并；
（三）将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十四
(三)将股份奖励给本公司职工；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持异议，要求公
条
(四)股东因对股东大会作出的公司合并、分立决议
司收购其股份；
持异议,要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
（五）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
除上述情形外, 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
（六）上市公司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
动。
除上述情形外,公司不进行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活动。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之一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第二
十五
条

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可以选择下列方式进行：
（一）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二）要约方式；
（三）法律、行政法规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方式。
公司根据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项、第（六）项规定
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通过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进行。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至第(三)项的原因收 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
购本公司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依照第二 股份的，应当经股东大会决议；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五）项、第
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情形的,应 （六）项规定的情形收购本公司股份的，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
第二 当自收购之日起10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 会会议决议。
十六 形的,应当在6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
公司依照本章程第二十四条规定收购本公司股份后，属于第（一）项
条
公司依照第二十四条第(三)项规定收购的本公司股 情形的，应当自收购之日起十日内注销；属于第（二）项、第（四）项情形
份,将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5%；用于收购的 的，应当在六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属于第（三）项、第（五）项、第（六）
资金应当从公司的税后利润中支出；所收购的股份应当 项情形的， 公司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不得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一年内转让给职工。
额的10%，并应当在三年内转让或者注销。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
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
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 对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普通债券及其他融资
工具作出决议；
第四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
十二
式作出决议；
条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 审议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0
万元以上， 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
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
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 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本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用、解聘会计师事务所作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第四十三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十三)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四)审议批准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的关联交易；
(十七)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二）项规定的情形收
购本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
决定的其他事项。
上述股东大会的职权不得通过授权的形式由董事会或其他机构和个
人代为行使。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公司另外
第四 安排的具备股东大会召开条件的其他会议场所。
十六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 公司
条 还将提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
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或公司另外安排的具备股东大
会召开条件的其他会议场所。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投票
的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的，视为出席。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一)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三)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一）项、第（二）项情形收购公司股份的
(三)本章程的修改；
事项；
第七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
(四)本章程的修改；
十九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
（五）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
条
（五）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
(六)股权激励计划；
(六)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
(七)股权激励计划；
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
（八）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
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董事、 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
决。
董事、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东大会表决。
……
……
公司监事候选人的产生由以下方式进行：
第八
公司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产生由以下方式进行：
（一）监事会提名；
十四
（一）监事会提名；
（二）股东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可由有表决权的股份
条
（二） 股东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可由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三
总数的百分之三以上的股东提名；
以上的股东提名；
（三）职工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由职工代表大提名。
监事的选举办法也采用累积投票制，按照本条董事的选举办法执行。
监事的选举办法也采用累积投票制，按照本条董事
的选举办法执行。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
可连选连任。 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
解除其职务。 `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第九 满时为止。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
十八 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
条 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
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
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本公司董事会不设职工董事。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者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大会解除其职
务。 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
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 但兼任总经理或者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本公司董事会不设职工董事。

第一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本公司担任除董事外的其他职务，并 独立董事是指不在公司担任除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以外的其他
百零 与本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 职务， 并与本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可能妨碍其进行独立客观判断的
关系的董事。
七条 观判断的关系的董事。
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独立 独立董事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 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
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 关法律法规和本章程的要求， 认真履行职责， 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第一
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 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百一
权益不受损害。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
十六
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履行职责， 不受公司主要股东、 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条
实际控制人、或者其他与上市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
公司股东间或董事间发生冲突、对公司经营管理造成重大影响的，独
或个人的影响。
立董事应当主动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时，应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
见。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
其他证券及上市方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
分立、解散及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
第一 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
百二 交易等事项；
十六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条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
监；根据总经理的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
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
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
工作；
(十六)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
他职权。

董事会决定公司重大问题时，应事先听取公司党委的意见。董事会行使下
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大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发行债券或其他证券及上市方
案；
(七)拟订公司重大收购、收购本公司股票或者合并、分立、解散及变更
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
抵押、对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等事项；
(九)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十)聘任或者解聘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根据总经理的
提名,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并决定
其报酬事项和奖惩事项；
(十一)制订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二)制订本章程的修改方案；
(十三)管理公司信息披露事项；
(十四)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或更换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十五)听取公司总经理的工作汇报并检查总经理的工作；
(十六) ）决定公司因本章程第二十四条第（三）、（五）、（六）项情形
收购公司股份的事项
(十七)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本章程授予的其他职权。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门委员会。专门委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决策、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等专
员会对董事会负责，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提案应当提交董
门委员会。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
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审计、提名、薪酬与
当在成员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审计委员会中至
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当在成员中占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并担任召
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是会计专业人士。
集人。 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

第一
百二
十九
条

第一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除董事以外其他 在公司控股股东单位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其他行政职务的人员，不得担
百六
职务的人员,不得担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任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十条

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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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9-018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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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5月1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5月17日 9 点00 分
召开地点：兰花大酒店五楼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5月17日
至2019年5月1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
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投票股东类型

议案名称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2,551.97

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62,399.51

3,413.86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9,412.25

16,372.84

3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5,918.91

4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2018年年报全文及摘要

√

6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

关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8年度审计报酬和续聘的议案

√

8

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

注：上述数据为2018年经审计数据。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根据下属企业生产经营实际需求和项目建设融资需要为其提供担保，有利于保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保障下属公司项目建
设的正常推进，促进公司稳定发展。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公司实际承担对外担保责任余额为230,921.89万元，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1,020,
486.56万元的22.63%，全部为对所属控股子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孙公司的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担保发生。
五、备查文件目录
1、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六董事会第八次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上述被担保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股票代码：600123 股票简称：兰花科创 公告编号：临2019-016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公司债券预案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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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融资成本，经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拟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一、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说明
为进一步改善债务结构、拓宽公司融资渠道、满足公司资金需求、降低公司融资成本，公司拟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公司
的实际情况与上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逐项对照，董事会认为本公司符合关于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
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现行规定，具备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条件和资格。
二、本次发行概况
1、发行规模
本次债券发行总规模不超过人民币30亿元（含30亿元）。 具体发行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
求情况和发行时市场情况，在前述范围内确定。
2、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公开发行的方式，在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
中国证监会” ）核准后可以一期或分期形式发行。 具体
发行方式的安排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
本次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3、债券期限及品种
本次债券期限为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可以为单一期限品种，也可以为多种期限的混合品种，具体期限构成和各期限品种的发行
规模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发行前根据公司资金需求和发行时市场情况确定。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本次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本次公司债券的票面利率将根据市场询价结果，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与主承销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询价结
果协商确定。
6、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或调整债务结构。
7、担保情况
本次公司债券的担保安排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确定。
8、赎回、回售条款、调整利率条款
本次发行是否设置赎回条款、回售条款、调整利率条款以及相关条款具体内容，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相
关规定及市场情况确定，并在本次发行的募集说明书中予以披露。
9、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在满足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将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办理本次公司债券上市交易事宜。
10、偿债保障措施
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期偿付债券本息时，公司将至少采取如下措施：
（1）不以现金方式向股东进行利润分配；
（2）暂缓重大对外投资、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
（3）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和奖金；
（4）主要责任人不得调离；
11、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决议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届满 24 个月内有效。
三、关于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授权事项
为保证上述公司债券的申报及发行工作能够高效、有序推进和顺利实施，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
场条件并结合监管要求决定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就本次债券发行事宜向有关监管部门、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手续。
2、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根据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确定公司债券的具体发行方案
以及修订、调整债券发行的具体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具体发行规模、债券期限及品种、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发行时机、发行期数与各期
发行规模、是否设置回售或赎回条款、担保具体事宜、信用评级安排、具体申购办法、还本付息、募集资金用途、偿债保障和交易流通安排、
确定承销安排等与发行条款有关的一切事宜。
3、聘请相关中介机构、债券受托管理人。
4、批准或签署与本次发行公司债券有关的法律文件，并进行信息披露。
5、指定本次债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办理与本次债券募集资金管理有关的事项。
6、负责具体实施和执行公司债券的发行及上市、转让、还本付息等相关事宜。
7、如国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相关政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必须由股东大会重新决议的事
项外，可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管部门的意见（如有）对公司债券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作适当调整或根据实际情
况决定是否继续开展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工作。
8、办理与本次公司债券发行及上市有关的其他一切事项。
9、本授权有效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四、本次债券发行的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剩余募集资金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或调整债务结构。 具体募集资金用途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公司资金需求的情况进行确定。
五、其他重要事项

9

关于受托代销兰花集团煤炭产品的议案

√

10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

关于拟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

1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上述议案，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另行披露的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本次股东大会资料
将不迟于 2019 年 5 月10日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12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6、7、8、9、10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8、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山西兰花煤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
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
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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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具体情况详见下
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23

兰花科创

2019/5/8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国有法人股、法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单位证明或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股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本人
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
进行登记。
（2）会议登记时间：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
（上午8:00－12:00，下午14:00－18:00）
（3）登记地点：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与投资部
六、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和食宿自理；
（2）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
(3) 联系地址：山西省晋城市凤台东街2288号
邮政编码：048000
联系人：田青云 焦建波
联系电话：0356-2189656
传真：0356-2189600
特此公告。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3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兰花科创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西兰花科技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1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2018年年报全文及摘要

6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关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2018年度审计报酬和续聘的议
案

8

关于预计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关于受托代销兰花集团煤炭产品的议案

10

关于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拟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

同意

反对

弃权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
同意” 、“
反对” 或“
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
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