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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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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内蒙古包头市昆区包钢会展中心小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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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397,518,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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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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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德刚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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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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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出席9人，董事石凯、刘振刚、张小平、吴振平、程名望因工作

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3人，监事郝润宝、邢立广、陈桂荣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白宝生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邹彦春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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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6,611,962 99.9969 238,640 0.0008 667,700 0.0023

2、议案名称：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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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6,612,862 99.9969 238,640 0.0008 666,800 0.0023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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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6,612,862 99.9969 238,640 0.0008 666,800 0.0023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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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6,611,962 99.9969 238,640 0.0008 667,700 0.0023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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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6,536,522 99.9966 314,080 0.0010 667,700 0.0024

6、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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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7,125,422 99.9986 392,880 0.001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关联交易完成情况和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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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6,448,354 97.6400 105,776,211 2.36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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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6,426,562 99.9962 424,040 0.0014 667,700 0.0024

9、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尾矿库资源开发利润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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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2,066,965 99.9964 156,700 0.0034 900 0.0002

10、议案名称：关于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对尾矿库减值测试审核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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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1,239,125 99.9780 317,740 0.0070 667,700 0.0150

11、议案名称：关于《包钢股份与包钢集团关于包钢集团尾矿资源实际盈利数与净利

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完成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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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1,909,585 99.9929 314,980 0.0071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与北方稀土签订2019年度《稀土精矿供应合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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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2,057,765 99.9962 166,800 0.0038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与内蒙古包钢金属制造有限责任公司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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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97,278,762 99.9991 239,540 0.0009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

通股股东

24,914,655,53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

通股股东

4,339,162,24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

通股股东

143,307,642 99.7265 392,880 0.2735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86,494,490 99.5478 392,880 0.4522 0 0.0000

市值 50万以上

普通股股东

56,813,15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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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工作报告 4,481,956,425 99.9797 238,640 0.0053 667,700 0.0150

2 监事会工作报告 4,481,957,325 99.9798 238,640 0.0053 666,800 0.0149

3

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4,481,957,325 99.9798 238,640 0.0053 666,800 0.0149

4

公司2018年度报

告 （全文及摘

要）

4,481,956,425 99.9797 238,640 0.0053 667,700 0.0150

5

公司2018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4,481,880,985 99.9780 314,080 0.0070 667,700 0.0150

6

关于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4,482,469,885 99.9912 392,880 0.0088 0 0.0000

7

关于2018年度关

联交易完成情况

和2019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测的

议案

4,376,448,354 97.6400 105,776,211 2.3600 0 0.00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4,481,771,025 99.9756 424,040 0.0094 667,700 0.0150

9

关于2018年尾矿

库资源开发利润

承诺实现情况说

明的议案

4,482,066,965 99.9964 156,700 0.0034 900 0.0002

10

关于致同会计师

事务所对尾矿库

减值测试审核情

况的议案

4,481,239,125 99.9780 317,740 0.0070 667,700 0.0150

11

关于《包钢股份

与包钢集团关于

包钢集团尾矿资

源实际盈利数与

净利润预测数差

额的补偿协议》

完成情况的议案

4,481,909,585 99.9929 314,980 0.0071 0 0.0000

12

关于与北方稀土

签 订 2019 年 度

《稀土精矿供应

合同》的议案

4,482,057,765 99.9962 166,800 0.0038 0 0.0000

13

关于与内蒙古包

钢金属制造有限

责任公司签署相

关协议的议案

4,482,623,225 99.9946 239,540 0.0054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7、9、10、11、12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

公司控股股东，李德刚、王胜平、李晓、宋龙堂、翟金杰、张卫江均在包头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任职，上述关联股东共计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4,915,293,737股，表决过程

中回避表决。

2.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内蒙古建中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秀芳、乌日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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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076

证券简称：康欣新材 公告编号：

2019-034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3月18日，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九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新增银行授信以及为综合授信额

度内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融资租赁以及为融资租赁提供担

保的议案》。 相关决议公告和议案详细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交所

网站 （www.sse.com.cn）上公司 “2019-010�号 ”公告。

因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 “湖北康欣”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武汉广发银行” ）、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以下简称“武汉富邦华一” ）申请的银行贷款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 为控股子公司湖北天欣木结构房制造有限公司向无锡财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进行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 以上担保没有超过公司此前预计的担保额度。

二、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

1.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2.债务人：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公司为武汉广发银行与湖北康欣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担保，所担保债权

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伍仟万元人民币。

4.担保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在主合同（编号：【2019】武银综授额字第000027号）

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

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

费、广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

1.债权人：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2.债务人：湖北康欣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3.公司为武汉富邦华一与湖北康欣签订的全部授信业务合同提供最高额连带连带责

任保证，最高债权本金额：叁仟万元人民币。

4. 保证范围： 债务人现在或将来任何时候应向债权人偿付的主合同 （编号为

1905-790553151-02）项下任何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杂费及其他费

用）、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仲裁费、保全费、执行费、

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等）和其他损失。

5.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融资到期之日、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票据到期日或

类似债务履行期限（统称为“债务履行期限” ）到期日后两年止。

（三）

1.债权人：无锡财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债务人：湖北天欣木结构房制造有限公司

3.公司为无锡财通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湖北天欣木结构房制造有限公司签订的全部

授信业务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债权额：叁仟肆佰万元人民币。

4.担保范围为主合同（债务人湖北天欣木结构房制造有限公司与债权人无锡财通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编号为财通【2019】租赁字第026号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全

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租赁成本、租赁利息(包括利息及罚息)、咨询服务费、违约金、赔偿

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公证费等）、

债权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管费、评估费、诉讼费、律师

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送达费、资产处置费、拍卖费、过户费、税费、差旅费、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

5.担保期限至2024年5月19日。

截止公告日，2019年度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仅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担保）3.21亿元，未超过公司此前预计的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康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029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 公告编号：

2019-039

债券代码：

136452

债券简称：

16

南航

02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6

南航

02

”回售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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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售代码：100910

●回售简称：南航回售

●回售价格：人民币100元/张

●回售申报期：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4月30日

●回售申报有效数量：48,505,830张（人民币100元/张）

●回售金额：人民币4,850,583,000.00元（不含利息）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5月27日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设定的投

资者回售选择权的有关约定，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公

司” ） 于2019年4月17日披露了公司关于 “16南航02” 回售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19-019），并分别于2019年4月19日、22日、23日披露了公司关于“16南航02” 回售的第

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 公告编号分别为：2019-022、2019-023、

2019-025），“16南航02”的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回售申报期（2019年4月24日至2019

年4月30日）内进行回售申报，将持有的“16南航02” 公司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

发行人，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16南航

02” 公司债券的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48,505,830张， 回售金额为人民币4,850,583,

000.00元（不含利息），发行人已于2019年5月7日披露了公司关于“16南航02” 回售申报

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7）。 有效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

券将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 在回售资金发放日之前，如

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业务失效。

2019年5月27日为本次回售申报的资金发放日，本公司将对有效申报回售的“16南航

02”公司债券持有人支付本金及当期利息。

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16南航02”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交易的数量为1,494,

170张。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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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主体与相关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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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跟踪评级公司主体与相关债券信用等级无变化。

●本次跟踪评级公司主体评级展望无变化。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

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和

2015年11月发行的5年期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5南航01” ）、2016年5月发

行的5年期2016年公司债券 （第二期）（简称 “16南航02” ）、2018年11月发行的3年期

2018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8南航01” ）、2019年2月发行的3年期2019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简称“19南航01” ）和2019年5月发行的3年期2019年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简称“19南航02” ）进行了跟踪评级。 在对本公司业务运营、

行业情况、财务状况以及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

出具了《跟踪评级公告》（联合[2019]792号），确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 ，本公司发行的“15南航01” 、“16南航02” 、“18南航01” 、“19南航01”

和“19南航02”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AAA。

投资者欲全面了解本次跟踪评级报告的具体情况， 请查阅本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9年跟踪评

级报告》。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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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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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控股股东浙江荣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盛集团” ）正在筹划与本公

司相关的重大事项，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于2018年1月9日起停牌，并因

正在筹划的重大事项对本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而于2018年1月23日起进入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程序。 停牌期间，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公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2018年4月2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

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议案，并于2018年4月4日披露了《宁波联合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公告和文件。

2018年4月18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337号， 以下简称 “《问询

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19日发布的《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

的问询函〉的公告》（临2018-029号公告）。 根据《问询函》的相关要求，公司及相关中

介机构对有关问题进行了积极认真的核查、分析和研究，就相关问题做出了回复说明，并

按照《问询函》的要求对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文件进行了修订。关于《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中介机构核查意见及修订后的重组预案及其摘要等相关文件，详见公

司于2018年4月26日发布的《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临2018-030号公告）等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 公司同日发布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临2018-031号公

告），公司股票于2018年4月26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信息披露及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规定，公司先后于2018年6月1日、2018年6月26日、

2018年7月26日、2018年8月25日、2018年9月26日、2018年10月26日、2018年11月24日、

2018年12月25日、2019年1月25日、2019年2月23日、2019年3月23日、2019年4月23日披

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公告编号：临2018-034、临2018-035、临

2018-037、临 2018-044、临 2018-048、临 2018-057、临 2018-063、临 2018-065、临

2019-002、临2019-003、临2019-004、临2019-018）。

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 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经交易各方协商，拟将财务数据再加审一期，评估基

准日相应调整。 因审计、评估基准日调整事项，公司未能在首次董事会披露预案的六个月

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并公告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 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2016]17号），重大资产重组的首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后，董事会在6个月内未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上市公司应当重新召开董事会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中，公司将在发出与

本次重组相关的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每月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待相关审计

评估工作完成后，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重组相关事项，

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二、特别提示

（一）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中相关审批、承诺事项是否已完成

1、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2018年4月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本次交易。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荣盛集团、三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3）标的公司内部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相关方案，荣盛集团及三元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同意将持有标的公司股权转让给本公司。

2、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正式方案；

（2）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 并同意荣盛集团免于履行要约收购义

务；

（3）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

3、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中承诺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组预案（修订稿）中披露的各项承诺事项均得到了严格履行，

不存在未能及时履行需说明具体原因的情形，相关承诺各方后续将严格按照承诺时间和

期限及时履行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各项承诺。

（二）标的资产相关权属文件是否已取得

根据目前的调查，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预计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

实质性法律障碍。

（三）可能导致本次重组事项终止的其他风险

截至本公告日，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

撤销、终止本次重组方案的相关事项。

（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重大风险因素

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中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可能涉及的有关重大风险因素进行了特别说明，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

有关内容，并注意投资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的信息披露，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公

开信息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时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联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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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2019年4月27日，公司披露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因公司应收李晓明

诚意金债权、应收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债权事项出具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2018年10月22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修订稿）》。 截至2019年4月19日，公司未对本次事项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相

关要求，上市公司应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业绩补偿承诺、资产置换价值及担保责任等事项进行沟通，

交易对方对上述条款有进一步调整的诉求，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存在调整的可能性。公司将

在相关事项准备完毕及审计、评估完成后，重新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部分

还需经过证监会审核批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批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控股股东宁波冉盛盛远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筹划推动重大事项，为避免引起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8�年 2�月 28�日开

市起停牌，同日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

2018�年 5�月 2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润

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详细内容请参阅 2018�年 5�月 28�日公司相

关公告）。

2018�年 6�月 1�日，公司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

重 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16�号）。 6�月 25�日，公司披露《关于深圳

证券交 易所之回复》,�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 6�月 25�日开市起复牌。 2018�年 10�

月 22�日，因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重大调整，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同时公司披露了《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16� 号）之修订稿及各家中介机构的核查

意见（详细内容请参阅 2018�年 10�月 24�日公司相关公告）。

2018�年 10�月 29�日，公司收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

公 司的重组问询函》（许可类重组问询函[2018]第 32�号）。 11�月 12�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对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之回复，并披露了《中润资源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和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第二次修订稿）》，各家中介机构发表了相关的核查意见。

2019年4月27日，公司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中润资源公司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 8,000.00�万美元，公司应

收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债权 4,893.38�万元，会计师对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应

收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债权的坏账准备的计提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

据，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应收李晓明诚意金债权余额及坏账准备做出调整，会计师出具

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详细内容请参阅 2019� 年 4� 月 27� 日公司 《2018年年度报

告》及相关公告）。 2017年审计报告中关于山东安盛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债权、齐鲁置

业有限公司债权的保留意见事项的影响予以消除。

就应收李晓明诚意金8,000万美元事宜，2019�年 3�月 7�日，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下达《裁决书》（【2019】中国贸仲京裁字第 0298� 号），裁定第一被申请人李

晓明向申请人偿还诚意金 8,000�万美元及相关违约金；第二被申请人盛杰（北京）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对第一被申请人的诚意金及相关违约金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由第

一被申请人、第二被申请人共同承担本案仲裁费用共计人民币 3,167,147�元。 要求第一

被申请人、 第二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作出之日起 30�日内向申请人支付完毕。 但截至日

前，该款项仍未收回。公司目前正在准备相关材料，将根据仲裁结果及目前与债权方、担保

方的谈判进展情况向有关权力机关申请执行。与此同时，公司也希望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等

方案化解回收风险。

就应收佩思国际科贸（北京）有限公司债权事宜，公司已于 2018� 年 11� 月向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受理（详细内容请参阅2018年11月22日公司的《重大诉讼公

告》及相关内容）。 2019年5月6日，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件，目前该案件

仍在审理过程中，尚未有判决结果。 与此同时，公司通过多种渠道，与债务人联络沟通，加

大催收力度，督促其增加征信措施， 解决欠款问题，化解回收风险。

根据证监会相关文件的要求， 上市公司应重新召开董事会审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宜，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就业绩补偿

承诺、资产置换价值及担保责任等事项进行沟通，交易对方对上述条款有进一步调整的诉

求，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存在调整的可能性。 公司将在相关事项准备完毕及审计、评估完成

后，重新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部分还需经过证监会审核批准。 本次交易能

否获批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润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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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20 日， 领先的互联网教育科

技公司沪江教育宣布， 累计用户数已经突破 2

亿人，覆盖人群包括大学生、白领和中小幼学生

等， 再创互联网教育行业新高。 从地域分布来

看，沪江用户覆盖全国 34 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

市，超过一半的用户来自于上海、深圳、天津、杭

州、济南等一线城市。

几天之后的 5月 28 日将迎来沪江旗下沪江

网校成立十周年。沪江创始人、CEO伏彩瑞表示，

互联网教育市场的增长潜力巨大， 沪江未来要回

归教学本身，把重心放在服务用户的学习需求上。

甄选课程与学习体验双管齐下

我国传统教育的核心痛点是优质资源供不

应求、教学效率缓慢低下，主要成因是我国教育

资源分布不均、总量不足、质量不高。 在线教育

可以用互联网传输解决分布不均问题， 用大规

模复制解决总量不足问题， 用新技术升级解决

质量不高问题， 并对教育过程进行拆解细化和

体验升级，从而提高整个教育行业的产能，这样

的作用对于学生个人发展、 社会劳动力整体素

质的提升都大有裨益。

成立十年以来，沪江网校在互联网教育领域

一路摸索，如何更好的满足用户的学习需求？ 沪

江网校尝试在课程甄选和学习体验上下功夫。

自 2009 年成立以来， 沪江网校已覆盖英日

法韩西德泰等 12 国外语及留学、考研、职场、中

小幼等多领域， 超 2000种自有品牌的优质课程

内容。 为了解决学员面对海量优质资源的选择困

难，沪江网校此次根据十年学习数据，甄选了三

大 T10 榜单课程：“外语畅销 top10” 、“超热

的 冷 门 语 言 top10” 、“毕 业 季 抢 手 课 程

top10” 。

在外语畅销榜单中， 有沪江网校的销量王

“零基础直达英语大学六级” ， 也包含了日语、

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国语言的高分课程；

超热的冷门语言榜单囊括了多种类的小语种优

质资源，令人惊喜的是，上海话、粤语都有大批

积极的学习者；毕业季抢手榜单从考研、职场提

升、BEC 商务英语，到 Photoshop、会计师等，

帮学员应对毕业后的焦虑，陪伴他们持续成长。

除了在课程甄选方面独具特之外， 沪江还

通过技术手段， 致力于为用户带来接近线下体

验的过程。 视频流技术的应用是互联网教育的

一次革命。沪江在 2015 年开始布局，后推出“直

播 + 录播” 的在线学习产品形态———也就是后

来的 CCtalk 在线互动技术平台，得益于其高稳

定性和大范围的扩散能力， 在不同终端上保持

一致性的产品输出， 为用户带来良好的课中学

习过程。 此外，沪江网校的课件基于 OCS 插件

来开发，在这个控制台上可以整合图片、音视频

等多种形态的素材，形成触发机关，满足用户与

声音、图像、动画间的交互。 同时，用户的每一次

点击都会被 OCS 插件捕捉，通过行为分析持续

优化课程质量与系统本身。

教育的在线化和智能化最终要做服务输

出， 沪江网校对产品新的思考也是要回归教学

工具本身，通过重构其 APP，以技术保障前期的

高效率和后期的稳定性， 用轻量化的产品形态

细化内容的颗粒度，把教研做的更细致。

高质量的用户数据沉淀， 推动沪江网校研

发匹配优质的课程内容、中外师资。 横向上，沪

江网校的产品结构和价格结构丰富多元， 满足

各层级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纵向上，教学内容依

托国内外教学机构、组织等挖掘深度。 这种自下

而上的用户传导， 帮助沪江网校基于用户做内

容、结构的优化。 此外，沪江网校把自有课程内

容切片，缩短学习路径，在自研发的“学、练、评、

测” 体系中，促进师生间多维度的互动。

重视三四线城市用户需求

在线教育从诞生之初， 就承担着改造传统

线下教育的历史使命。 线下教育的核心痛点是

优质资源供不应求（总量不足、分布不均）、教

学效率缓慢低下（依赖人力、过程不透明、效果

不确定）。 据艾瑞统计和核算，2018 年我国在线

教育市场占整体教育市场营收规模的比不超过

10%，线下教育仍牢牢占据主流地位，这也就意

味着在线教育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

在极具潜力的在线教育市场中， 三四线城

市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市场空间。 沪江的 2 亿用

户里面， 三四线城市甚至更下沉城镇的学习者

占据了将近三分之一。 小城市教培市场的集中

度较高，但普遍缺少优质教学内容、师资和专业

教学管理，面对下沉市场用户的强需求，沪江网

校特别打造了英语能力与考试、英语口语、出国

留学、小语种、研究生考试、职场兴趣等覆盖到

小城市的课程体系。

三四线城市用户的学习时间十分有限，精

细化的运营要建立在充分了解用户兴趣爱好的

基础上。 以小语种学习为例， 沪江网校数据显

示，义乌、银川等城市学员最喜欢学阿拉伯语，

天津、大连等城市学员最喜欢学日语，青岛学员

喜欢学韩语，武汉学员喜欢学法语……。 根据这

种地域特色的学习习惯， 沪江网校聚拢相同兴

趣的学习人群，在授课中加入更多师生交流、学

员间交流，营造同好的学习氛围，增强用户的认

同感和对平台的依赖。

此外， 沪江网校还针对性地推出了一批学

习工具，用录播课、直播课、社群和小程序等不

同手段填充学习者的碎片化时间， 匹配他们在

PC、移动设备上的使用习惯。 差异化的内容、用

心的服务和积淀十数载的品牌力量， 正在帮助

沪江网校更好的服务用户需求。

互联网教育行业面临新拐点

回顾近些年的发展历程， 从 2013 年开始，

移动互联网催熟互联网教育， 资本的加持令行

业狂热，纷纷在广告、名师、技术上大笔砸钱，但

结果却没有像预期一样迅速下渗到各个城市，

反而陷入了高营销获客的畸形模式， 一度在现

金流和盈利结构上遇阻。

截至 2018年， 中国互联网教育市场规模达

到近 2600 亿元， 近三年增速保持在 20%左右。

尽管是在所谓的“互联网寒冬” 之下，互联网教

育行业屡屡披露大额融资， 频频冒出新的玩家，

资本和企业都在押注这个增长潜力巨大的市场。

2018 年 11 月，《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提出要“按

照线下培训机构管理政策， 同步规范线上教育

培训机构” 。 艾瑞咨询研究报告认为，在线教育

行业野蛮生长、无人管理的时代已经结束，未来

会有更多细致和深入的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行

政命令出台，

展望未来，市场普遍预期 2019 年是互联网

教育的分水岭，先前野蛮淘金热潮将基本落幕。

像沪江这种行业内的一线平台逐渐意识到，教

育最终是要更好的服务用户。 沪江要做的是不

断创新课程内容、增强师资力量，匹配先进技术

应用到学习体验中，从用户需求中来，到服务用

户需求中去。

广证恒生研究员指出， 沪江教育拥有流量

与技术优势铸造的竞争壁垒， 通过“平台 + 投

资” 构建互联网教育生态系统打开更大的成长

空间。 沪江在用户流量、教育技术及品牌影响力

方面的丰富积累为其铸造相对牢固的底层模

型，从而树立竞争壁垒，享受中国教育科技行业

高速发展的红利。 沪江教育的产品体系覆盖广

泛、媒介多样，面向人群覆盖全年龄段，用户粘

性进一步提升。 与此同时，沪江教育“平台 + 外

延投资” 多赛道布局有望促进与自有品牌课程

业务协同互补发展。

互联网教育的核心是用户的学习结果和过

程体验，沪江的核心是服务好 2 亿用户，根据用

户的需求不断优化迭代， 为用户提供定制化的

学习方案。 归根结底， 对于互联网教育行业而

言，满足用户的学习需求，得到用户的认可，才

是企业经营发展最强有力的护城河。

用户数迈上 2 亿大关 沪江与互联网教育走进深水区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