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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063

证券简称：禾望电气 公告编号：

2019-099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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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孚尧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孚尧能源”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本次为孚尧能源申请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本

次担保额为人民币2,550万元，本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3,060万元（不包含本次

金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孚尧能源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以下简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申请人民币5,000万元的银行综

合授信，授信期限为2019年7月31日至2020年7月31日，公司按所持孚尧能源的股权比例为综合授信

项下债务承担51%的连带责任保证，公司的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2,550万元；中伏能源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伏能源” ）按所持孚尧能源的股权比例为综合授信项下债务承担49%的连带责任

保证；中伏能源之股东吴亚伦及其配偶、陈博屹对综合授信项下全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2019年10月9日，公司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综合授信项下发生的授

信业务提供最高不超过2,55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经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7日及 2019年5月18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禾望电气关于公司预计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39）、《禾望电气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孚尧能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5,000万元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芳春路400号1幢3层

4、法定代表人：吴亚伦

5、成立日期：2014年5月27日

6、经营范围：从事新能源科技、储能科技、软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

转让，电力建设工程施工，计算机软硬件的开发与销售，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投资咨询，化工原料

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新能源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

品、电线电缆，橡塑制品的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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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096.91 55,334.78

负债总额 45,938.43 39,475.63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16,284.37 16,026.92

2019年1月-6月（未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641.03 54,802.15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57.45 11,210.58

8、被担保人的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

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550 51%

中伏能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450 49%

合计 5,000 100%

三、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甲方（保证人）：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期间：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保证的范围：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为综合授信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

费、公告费、执行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5、担保情况：孚尧能源本次向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授信由孚尧能源股东之一中伏能源、公司、

中伏能源之股东吴亚伦及其配偶、 陈博屹对综合授信项下孚尧能源所负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其

中，吴亚伦及其配偶、陈博屹对综合授信项下全额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中伏能源按所持孚尧能源

的股权比例为综合授信项下债务承担 49%的连带责任保证， 且中伏能源的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2,

450万元；公司按所持孚尧能源的股权比例为综合授信项下债务承担51%的连带责任保证，且公司的

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2,550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不包括本次担保金额，公司累计实际担保余额为27,0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1.38%；分别为对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禾望科技有限公司的担保14,000万元、全资子公

司苏州禾望电气有限公司的担保10,000万元、控股子公司孚尧能源的担保3,060万元。 公司及其全资

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违规担保、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597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99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全部获得通过。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0月9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0月9日上午

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10月8日15:00至2019年10月9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魏海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424,150,09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8816％。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74,789,5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1.4257％。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9,360,5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55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57,050,0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058％。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7,689,54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84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14人，代表股份49,360,51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4558％。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追加公司2019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149,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049,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二：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149,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049,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三：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149,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049,6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议案四：关于修订《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融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4,150,09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7,050,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唐丽子、孙勇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3638

证券简称：艾迪精密 公告编号：

2019-041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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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烟台翔宇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翔宇投资” ）的告知函，获悉翔宇投资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延

期，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情况

2018年10月8日， 翔宇投资将其持有的公司11,040,800� 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2.86%） 质押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股票权利质押业务， 质押期限为2018年10月8日至

2020年1月21日， 上述登记质押手续已于2018年10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

完毕。 2019年10月9日， 翔宇投资与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上述质押借款延期至2020年10月6

日，并签署了《股票质押交易协议》。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翔宇投资持有公司股份72,286,5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75%。 其所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23,93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21%，。

3、控股股东被质押的股份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翔宇投资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如上述控股股东未来股权变动如达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

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烟台艾迪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784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

2019-040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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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已于近日迁入新址办公。 现将变更前后的办公地址及邮编公告如下：

公司原办公地址及邮编：

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10777号，250014。

公司新办公地址及邮编：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草山岭南路801号，250101。

除上述事项发生变更外，公司电话、传真、邮箱等其他联系方式均保持不变，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2019-086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案受理的基本情况

就北京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浩天信和、原告）诉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科技、本公司或被告）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北京市海淀

区人民法院判决本公司向浩天信和支付报酬100万元、承担案件受理费13,800元并驳回浩天信和其他

诉讼请求。按照法院判决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在本期计提预计负债1,013,800元（详见2019年6月21

日， 公告编号：2019-050）。

后双方均提起上诉。 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786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驳回浩天信和上诉，维持原判；本公司承担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

二、本案的基本情况

详见2019年6月21日， 公告编号：2019-050。

三、判决情况

（一）一审判决如下：

1、本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浩天信和支付报酬1,000,000元；

2、驳回原告浩天信和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3,800元，由本公司负担13,800元，由浩天信和自行负担40,000元。

（二）二审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67,600元，由本公司负担13,800元，由浩天信和自行负担53,800元。

四、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就本案，公司已计提预计负债1,013,800元。 根据二审判决，公司追加计提预计负债13,800元。

六、备查文件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京01民终7860号民事判决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九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

2019-063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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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于2019年2月28日召开2019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方案》。 2019年3月6日，公

司披露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

2019-013）。公司于2019年3月6日首次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回购股份，并于2019年3月7日披露了《山

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 详见公司于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有关公告。

一、股份回购进展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

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在回购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

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19年9月30日， 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9,

710,891股，占公司总股本2.304%；本次回购股份最高成交价为5.19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63元/股，已

支付的总金额为145,816,598元（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

方案。

二、其他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第十七条、十八条、十九条的相关规定。

1、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后两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未在下列交易时间进行回购股份的委托：

（1）开盘集合竞价；

（2）收盘前半小时内；

（3）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

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低于当日交易涨幅限制。

3、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回购股份的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2019年3月6日）前五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60,608,686股的25%，即15,152,171股；

4、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0966

证券简称：长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19-062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电量完成情况

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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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便于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情况，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现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电

量完成情况公告如下：

2019年7月1日-9月30日，公司所属发电企业累计完成发电量55.74亿千瓦时，上网电量52.2亿

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14.73%、14.82%。

上述电量数据为公司的初步统计结果，投资者不宜以此数据简单推算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业

绩。

特此公告

国电长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0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

2019-043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办公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根据老厂区房屋征收进度，公司于近日组织完成了行政办公的搬迁，现将变更后新的办公地

址及联系方式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扎佐工业园黔轮大道

邮政编码：550201

联系电话：0851-84767826

传 真：0851-84763651

电子邮箱：248136035@qq.com

公司网址：http://www.gztyre.com

公司注册地址不变。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十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