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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第三季度光伏电站经营数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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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十一号———

光伏》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光伏电站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 光伏电站运营情况

1、2019年第三季度光伏电站运营情况

光伏电站 所在地

装机

容量

电价补贴及年

限

发电量

（万千瓦

时）

上网电量

（万千瓦

时）

结算电量

（万千瓦

时）

上网含税

电价或发

电量补贴

（元/千瓦

时）

集中式：

5.2MW光伏发电项

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

区

5.2MW

执 行 苏 价 工

(2012)14号文

183.00 183.00 183.00 2.41

100MW渔光一体

光伏发电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

区直溪镇

100MW

执 行 苏 价 工

(2015)269号文

3,589.70 3,589.70 3,589.70 1.00

20MW鱼塘水面光

伏电站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

区直溪镇

20MW

发改价格[2015]

3044号

692.10 692.10 692.10 0.98

40.4MW鱼塘水面

光伏电站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

区直溪镇

40.4MW

发改价格[2017]

2196号

1229.02 1,229.02 1,229.02 0.85

分布式：

5.6MW光伏发电项

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

区

5.6MW

财建 [2012]177

号

208.05 自发自用 自发自用

金太阳工

程

13.6MW光伏发电

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

区

13.6MW

财 办 建 [2012]

148号

463.92 自发自用 自发自用

金太阳工

程

5.8MW光伏发电项

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

区

5.8MW

发改价格[2013]

1638号

195.60 0.55 0.55 注

注：5.8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电价补贴标准为每千瓦时0.42元（含税),其中，分布式光伏发电系

统自用有余上网的电量，由电网企业按照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收购。

2、2019年光伏电站累计发电量、上网电量和结算电量 ：

光伏电站 所在地 装机容量

累计发电量

（万千瓦时）

累计上网电

量（万千瓦

时）

累计结算电

量

（万千瓦时）

集中式：

5.2MW光伏发电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 5.2MW 426.99 426.99 426.99

100MW渔光一体光伏发

电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直溪

镇

100MW 8,914.11 8,914.11 8,914.11

20MW鱼塘水面光伏电站

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直溪

镇

20MW 1,761.90 1,761.90 1,761.90

40.4MW鱼塘水面光伏电

站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直溪

镇

40.4MW 3535.04 3,535.04 3,535.04

分布式：

5.6MW光伏发电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 5.6MW 499.77 自发自用 自发自用

13.6MW光伏发电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 13.6MW 1,137.90 自发自用 自发自用

5.8MW光伏发电项目 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 5.8MW 452.42 5.61 5.61

公司董事会特别提醒投资者，前述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

考。

特此公告。

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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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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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公司2019年9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19年9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264,371,516.92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44%。2019年1-9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累计2,345,446,081.92元，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17%。

2019年9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19年

9月份

2018年

9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2019年

1-9月份

2018年

1-9月份

同比

增长率

（%）

昌九高速 64,736,345.95 71,363,240.00 -9.29 539,445,800.95 622,012,046.00 -13.27

昌樟高速 49,928,824.97 49,543,775.00 0.78 425,560,405.97 439,379,170.00 -3.15

昌泰高速 61,557,309.22 60,461,864.00 1.81 526,064,046.22 542,809,106.00 -3.08

九景高速 51,259,401.03 53,333,022.00 -3.89 505,883,385.03 510,757,803.00 -0.95

彭湖高速 11,986,854.42 12,074,723.00 -0.73 114,800,802.42 91,401,741.00 25.60

温厚高速 9,105,439.73 8,809,402.00 3.36 82,183,026.73 78,494,115.00 4.70

昌奉高速 7,987,969.68 8,052,867.00 -0.81 75,259,771.68 67,608,200.00 11.32

奉铜高速 7,809,371.92 7,352,388.00 6.22 76,248,842.92 69,672,993.00 9.44

合计 264,371,516.92 270,991,281.00 -2.44 2,345,446,081.92 2,422,135,174.00 -3.17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拆分数据，未经审计。 自执行“营改增”政策后，该通行

服务收入中含增值税，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

2019-055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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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6月25日召开的董事会2019年第七次会议同意设立氢能技术研究院，定位为氢能技术研究

和孵化平台，详见2019年6月26日刊登的《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2019-030）。

日前，公司与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山东大学签订《关于共建“冰轮山大氢能装备技

术研究院” 合作协议》，在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支持下，依托山东大学的技术优势及公司的市场敏

感性、装备制造优势，开展氢能产业重大装备的应用基础研究及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孵化氢能科技成

果产业化应用，重点建设氢能技术与装备研发中心、氢能技术与装备试验中心、氢能技术与装备科技

成果孵化中心、氢能产业成果展示交流中心。

特此公告。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023

证券简称：深天地

A

公告编号：

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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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署《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第二补充协议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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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深秦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秦公司” ）

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于2017年1月20日签署了编号为深地合字（2016）N003号的《深圳市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书” ），并于2018年11月26日签署了《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书补充协议书》（以下简称“第一补充协议书” ），根据合同书及第一补充协议书，深秦公司取得宗地号

T501-0007、 面积约为9997.49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 该宗地建设项目应于2019年01月20日前开工，

2021年01月20日以前竣工（具体内容详见2017年1月24日、2018年11月2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由于受到地铁13号线、15号线和西丽枢纽工程的影响，深秦项目至今无法动工。

近日， 深秦公司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签署了《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第二补充协议

书》，该补充协议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双方当事人：

甲方：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乙方：深圳市深秦实业有限公司

二、合同主要条款：

1、经乙方申请，甲方同意将宗地T501-0007开工日期调整为2020年01月20日以前，竣工日期调整

为2022年1月20日以前。

2、本地块其他要求按原合同书及第一补充协议书的规定不变。 但此次竣工期调整后，若项目逾期竣

工，逾期2年以内的，每三个月乙方应按合同地价1.5%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不足三个月的按合同地价1.5%

支付；逾期满2年（含2年）的，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 甲方不收回土地使

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着物物的，乙方应按合同地价的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经测算如实际逾期期限

违约金高于合同地价20%的，乙方按实际测算比例支付。

3、本补充协议书与原合同书及第一补充协议书同时使用，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抵触，以本补充

协议为准。

4、本补充协议书一式六份，甲、乙双方各执三份。 本补充协议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第二补充协议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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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

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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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已于2019年10月16日发行完毕，相关发

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六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

短期融资券发行简称 19光大证券CP006BC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071900116 计息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簿记日期 2019年10月14日 申购倍数 2.5倍

起息日期 2019年10月16日 兑付日期 2020年1月14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2.89%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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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招商证券 编号：

2019－097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十四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通）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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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十四期短期融资券 （债券通） 已于2019年10月15日发行完

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十四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

簿记管理人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简称 19招商CP014BC 债券流通代码 071900115

簿记日 2019年10月14日 起息日 2019年10月15日

兑付日 2020年1月8日 期限 85天

计划发行总额 4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40亿元

发行利率 2.9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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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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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的会议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1日以书面递交、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

实际出席董事7人。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经出席的董事审议，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1、《关于收购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及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丰胤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及绥中

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以下一并简称“标的公司” ）100%股权，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19,543.00

万元、2,504.78万元。 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成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关于收购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及

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独立董事就本次董事会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十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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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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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10月15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

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0日以书面递交、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

人。 本次监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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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收购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及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以现金方式收购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及绥中大地天然

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符合公司经营发展战略，本次交易以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

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值为基础，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审议情况：3票赞成 0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回避 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681

证券简称：百川能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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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涿鹿

大地燃气有限公司及绥中大地天然气

管道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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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能源” 、“公司” ）全资子公司百川燃气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百川燃气” ）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丰胤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

及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以下一并简称“标的公司” 、“目标公司” ）100%股权，交易金额分别

为人民币19,543.00万元、2,504.78万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间接持有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及绥

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四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1）标的公司属于城市燃气行业。 天然气是我国大力发展的战略性基础能源，关系到国计民生，天

然气资源由国家统筹安排运营，其开发、运输及销售环节均有国家政策的严格监管，国家产业政策的变

化或者相关法律法规的改变将会对标的公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2）天然气下游市场需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管网等基础设施覆盖率、输送能力、国内外经济增

长情况、天然气的供给状况及政府对天然气利用的政策导向等，若宏观经济下滑或政策变化导致天然气

消费增速放缓，影响天然气的市场需求，则可能会给标的公司的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3）交易双方因不可抗力导致交易无法履行的风险。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百川燃气以自筹资金收购北京丰胤祥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胤祥投资” ）持

有的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涿鹿大地” ）及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绥

中大地” ）100%股权。 收购完成后，两家标的公司成为公司孙公司。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健兴业” 、“资产评估机构” ）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9）第1286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8月31日

作为评估基准日，经收益法评估，涿鹿大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9,543.00万元，较涿鹿大地母公司账面

净资产5,290.81万元增值 14,252.19万元， 增值率269.38%。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天兴评报字

（2019）第1285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8月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绥中

大地总资产为3,469.55万元，负债为964.77万元，净资产为2,504.78万元，评估增值183.12万元，增值率

7.89%。

根据上述资产评估结果，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涿鹿大地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19,543.00万元，

绥中大地100%股权的交易作价为2,504.78万元。

2019年10月15日，百川燃气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关于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

协议》、《关于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二）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情况

2019年10月15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本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及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的议案》。 公

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程序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已对丰胤祥投资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丰胤祥投资基

本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北京丰胤祥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65674568771

3、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公司住所：北京市怀柔区青春路51号

5、法定代表人：孙佳

6、注册资本：19,602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1年1月6日

8、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经济信息咨询；财务咨询；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机械设备租赁；企业管理咨询；销售五金交底（不含电动自行车）、机械设备及配件、仪器仪表、厨房

用具、家用电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

备、家具；维修太阳能设备、锅炉；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施工总承包。

9、丰胤祥投资股东分别为北京盛成安北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99.99%；赵东伟，持股

比例0.01%。

10、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情况：

丰胤祥投资是一家新能源投资型企业，业务领域涵盖城市燃气项目的投资与收购、汽车加气站的投

资与收购、天然气气源投资、天然气管道配气运输投资。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涿鹿大地

1、公司名称：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731669061649P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4、公司住所：涿鹿县涿鹿镇府庭花园底商

5、法定代表人：李威震

6、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07年11月20日

8、经营范围：燃气供应；燃气管道工程建设；燃气、热力工程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

务；安装、维修燃气燃烧器具；销售五金、交电、机械电器设备及配件、燃气器具、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建筑材料、木材、钢材、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工艺美术品、汽车配件、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9、股东情况：北京丰胤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涿鹿大地100%股权。

10、主营业务：涿鹿大地旗下有4家子公司，分别是高碑店白沟大地燃气有限公司、肃宁县大地利华

燃气有限公司、献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和绥中大地燃气有限公司。 涿鹿大地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为燃气

供应及燃气工程安装，目前业务主要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沧州市肃宁县及献县、保定市白沟新城、

辽宁省葫芦岛市下辖绥中县开展，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11、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立

信”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E50248号审计报告，涿鹿大地合并口径最近一年

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2019年1-8月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资产总额 23,982.02 24,475.66

负债总额 17,041.34 18,051.87

所有者权益 6,940.68 6,423.79

营业收入 8,488.43 11,971.53

净利润 467.94 -796.8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67.80 -726.30

涿鹿大地母公司口径最近一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2019年1-8月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资产总额 9,748.93 8,429.60

负债总额 4,458.12 3,282.29

所有者权益 5,290.81 5,147.31

营业收入 1,000.35 1,944.82

净利润 23.17 41.26

12、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涿鹿大地为丰胤祥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13、标的公司最近12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

涿鹿大地最近12个月内未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二）绥中大地

1、公司名称：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4210919569638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公司住所：绥中县文化路26号

5、法定代表人：缴中琪

6、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4年1月22日

8、经营范围：燃气管网设施厂站的投资建设；燃气、热力工程技术咨询及服务；生产、安装、维修和租

赁燃气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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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9、股东情况：北京丰胤祥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绥中大地100%股权。

10、主营业务：绥中大地目前处于建设阶段，未投产运营，建成后将主营燃气供应及燃气工程建设，

业务范围将覆盖葫芦岛市区及葫芦岛市下辖绥中县、建昌县、兴城市中尚未接通天然气管网的地区。

11、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 “立

信” ）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报字[2019]第ZE50247号审计报告，绥中大地最近一年一期经审

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2019年1-8月 2018年12月31日/2018年度

资产总额 3,286.43 3,201.16

负债总额 964.77 1,054.79

所有者权益 2,321.66 2,146.36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14.70 -265.97

12、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是否放弃优先受让权

绥中大地为丰胤祥投资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

13、标的公司最近12个月内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的情况

绥中大地最近12个月内未进行资产评估、增资、减资或改制。

四、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

（一）涿鹿大地的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天健兴业，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对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的涿鹿大地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

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2、评估方法及选用评估方法的依据

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资产基础法从资产重置的角度评价资产的公平投资价值，仅能反映企业资产的自身价值，而不能全

面、合理的体现各项资产综合的获利能力及企业的成长性，并且也无法涵盖诸如在执行合同、客户资源、

专利、商誉、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价值。

收益法是采用预期收益折现的途径来评估企业价值，不仅考虑了企业以会计原则计量的资产，同时

也考虑了在资产负债表中无法反映的企业实际拥有或控制的资源，如在执行合同、客户资源、销售网络、

潜在项目、企业资质、人力资源、产品研发能力等，而该等资源对企业的贡献均体现在企业的净现金流

中，所以，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好体现企业整体的成长性和盈利能力。

评估师经过对涿鹿大地财务状况的调查及经营状况分析，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适用

的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论能更全面、合理地反映涿鹿大地的价值，故对涿鹿大

地的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

3、评估假设

（1）一般假设

(a)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

市场进行估价。

(b)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受

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 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争

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易

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c)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产

状态的一种假定。 首先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其次假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去。

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评估结果的使用范围受到限制。

(d)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将企业整体资产作为评估对象而作出的评估假定。 即企业作为经营主体，

在所处的外部环境下，按照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下去。 企业经营者负责并有能力担当责任；企业合法经

营，并能够获取适当利润，以维持持续经营能力。

（2） 收益法评估假设

(a)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b)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c)假设涿鹿大地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涿鹿大地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

(d)除非另有说明，假设涿鹿大地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和法规。

(e) 假设涿鹿大地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基本一

致。

(f)假设涿鹿大地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现时方向保持一致。

(g)有关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h)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i)假设企业预测年度现金流为全年均匀产生；

(j)假设评估基准日后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保持目前的市场竞争态势；

(k)假设上游供应商能够充分保障涿鹿大地未来发展所需的天然气。

4、评估结论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9）第1286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8月31日作为

评估基准日，经收益法评估，涿鹿大地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19,543.00万元，较账面净资产 5,290.81万

元增值 14,252.19万元，增值率269.38%。

5、可比交易的评估情况分析

近年来部分上市公司收购城市燃气运营类标的公司的增值情况如下表所示：

上市公司 标的公司 评估基准日

100%股东权益评估价

值（万元）

标的净资产（万

元）

增值率

百川能源

阜阳国祯燃气有限公

司

2018/3/31 134,422.39 37,070.92 262.61%

金鸿控股

常宁中油金鸿燃气有

限公司

2019/2/28 27,281.00 6,962.60 291.82%

胜利股份

温州胜利港耀天然气

有限公司

2017/6/30 31,365.62 6,482.63 383.84%

大众公用

上海儒驭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

2017/12/31 104,569.69 16,008.70 553.21%

上海慧冉投资有限公

司

2017/12/31 104,201.45 16,076.69 548.15%

平均值 407.93%

中值 383.84%

本次收购涿鹿大地增值率 269.38%

公司本次收购涿鹿大地的增值率低于上述案例评估增值率的平均水平， 结合行业发展预期良好及

企业经营优势等多方面有利因素影响，评估增值具有合理性。

（二）绥中大地的评估情况

1、评估机构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天健兴业，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

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对股权收购事宜所涉及的绥中大地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

基准日2019年8月31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2、评估方法及选用评估方法的依据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

绥中大地主营业务为燃气管网设施厂站的投资建设，目前尚未开始经营，主要资产为正在建设的燃

气管网工程。 由于该公司尚未开始经营，在建工程投产后的经营业绩难以准确预计，因此仅采用资产基

础法对其进行评估。

3、评估假设

（1）交易假设：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

拟市场进行估价。

（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的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接

受何种影响的一种假定。 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条件，是指一个有自愿的买方和卖方的竞

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方和卖方的地位平等，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交

易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非强制性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

（3）持续使用假设：持续使用假设是对资产拟进入市场的条件以及资产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的资

产状态的一种假定。 首先被评估资产正处于使用状态， 其次假定处于使用状态的资产还将继续使用下

去。 在持续使用假设条件下，没有考虑资产用途转换或者最佳利用条件，其评估结果的使用范围受到限

制。

（4）企业持续经营假设：是将企业整体资产作为评估对象而作出的评估假定。 即企业作为经营主

体，在所处的外部环境下，按照经营目标，持续经营下去。 企业经营者负责并有能力担当责任；企业合法

经营，并能够获取适当利润，以维持持续经营能力。

4、评估结论

根据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天兴评报字（2019）第1285号《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8月31日作为

评估基准日，绥中大地总资产账面价值为3,286.43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964.77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2,321.66万元。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绥中大地总资产为3,469.55万元，负债为964.77万元，净资产为

2,504.78万元，评估增值183.12万元，增值率7.89%。

五、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9年10月15日，百川燃气与丰胤祥投资签订了《关于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

让协议》及《关于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1、交易各方

转让方：北京丰胤祥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2、交易方案

转让方拟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受让方同意购买拟转让股权。 双方同意应

于本协议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本协议约定之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取得变更后

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将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3、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拟转让股权以人民币19,543.00万元(“股权转让价款” )的价格转让给受让

方。 受让方同意以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拟转让股权。

双方同意，受让方按照如下约定分两笔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即人民币5,862.90万元；

(2)�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方应于目标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的30日内向

转让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13,680.10万元。

4、合同生效时间

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二）《关于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1、交易各方

转让方：北京丰胤祥投资有限公司

受让方：百川燃气有限公司

2、交易方案

转让方拟向受让方转让其持有的目标公司100%的股权,受让方同意购买拟转让股权。 双方同意应

于本协议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本协议约定之目标公司股权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取得变更后

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受让方将持有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3、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转让方同意将其持有的拟转让股权以人民币2,504.78万元 (“股权转让价款” ) 的价格转让给受让

方。 受让方同意以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拟转让股权。

双方同意，受让方按照如下约定分两笔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

30%，即人民币751.434万元；

(2)�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受让方应于目标公司股权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办理完成之日起的30日内向

转让方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即人民币1,753.346万元。

4、合同生效条件及时间

协议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

六、本次收购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的目的

天然气行业作为国民经济中重要的基础能源行业，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和我国对环境保护的日

益重视，下游行业及用户对天然气的需求增长迅速。 根据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天然气发展“十三五” 规

划》，计划到2020年将我国天然气消费量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提高到10%以上，天然气利用量达到

3,600亿立方米。 我国天然气消费增长空间巨大，为相关燃气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公司是布局全国的清洁能源服务商，已在河北省廊坊市、天津市武清区、湖北省荆州市、安徽省阜阳

市等部分地区实施燃气特许经营，为夯实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公司拟在深耕细作现有经营区域

的基础上，积极通过外延并购，拓展新的经营区域。

本次交易中，涿鹿大地主要经营区域位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地带的河北省张家口市、沧州市和保

定市，与公司现有经营区域将会形成较强的管网互联、气源采购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协同效应。 本次

收购将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提升公司在京津冀区域的竞争力和区域优势，优化公司业务拓展和布局。

（二）本次收购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截至2019年8月31日， 涿鹿大地及绥中大地经审计的总资产合计达27,268.45万元，2019年1-8月，

涿鹿大地经审计的营业收入为8,488.43万元，本次交易能增大公司资产规模，提升公司收入规模，增强

公司的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合并范围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涿鹿大地及绥中大地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孙公司，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七、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四）《关于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五）《关于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10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六）《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七）《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

（八）《百川燃气有限公司拟收购涿鹿大地燃气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九）《百川燃气有限公司拟收购绥中大地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股票代码：

600317

股票简称：营口港 公告编号

:

临

2019-043

债券代码：

122331

债券简称：

14

营口港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4

营口港”回售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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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券代码：122331

债券简称：14营口港

回售代码：100910

●回售简称：营港回售

●回售价格：按面值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

●回售期间：2019年8月30日至2019年9月3日（仅限交易日）

●有效回售申报数量：15,789手（1手为10张，每张面值100元）

●回售金额（面值）：人民币15,789,000元

拟转售金额（面值）：0元

注销金额（面值）：人民币15,789,000元

●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10月21日

根据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发行人” ）2014年10月15日发布的《营口港务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4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中所设定的回售

条款，公司于2019年8月27日披露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营口港” 公司债券回售实施公

告》，并于2019年8月27日、2019年8月28日、2019年8月29日披露了《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营

口港”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营口港” 公司债券回售的

第二次提示性公告》、《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4营口港”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14营口港” 公司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回售申报期（2019年8月30日至2019年9月3日）内进行回售申

报，将持有的“14营口港” 公司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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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营口港” 本次回售

申报数量15,789手、回售金额人民币15,789,000元（不含利息）。

“14营口港” 公司债券本次回售部分的本金及利息已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指定银行账户，并将于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10月21日划付至相关投资者资金账户。本次回

售实施完毕后，“14营口港” 公司债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数量为984,211手（1手为10张，每

张面值100元，总面值人民币984,211,000元）。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016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

2019-076

债券代码：

143285

债券简称：

G17

风电

1

债券代码：

143723

债券简称：

G18

风电

1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暨减持股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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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划披露之日（2019年4月 4日），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持有中

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304,049,400股无限售流通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7.32%。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截止本公告日，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未实施减持。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304,049,400 7.32%

IPO前取得：158,024,667股

其他方式取得：158,024,667股

集中竞价交易：-11,999,93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其他情形：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

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减持完成情

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

公司

0 0%

2019/4/29

～

2019/10/1

6

集中竞

价交

易、大

宗交易

0－0 0

未完成：

249,333,

600股

304,049,

400

7.32%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未实施□已实施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至2019年10月16日期间， 未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披露的减持计划中（详情请见《公司股东减持

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1），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目标。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否

国开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根据自身经营安排， 决定不再实施本次减持计划中的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因此提前终止本次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10/17

股票代码：

600387

股票简称：海越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90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再次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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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9年10月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

《关于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问询函》

（上证公函[2019]2836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之前披露对问询函的回

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8日披露的《关于收到上交所关于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签署合作框架

协议暨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87）。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回复。 鉴于《问询函》涉及的

部分事项仍需进一步补充与完善，公司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予以回复。 为保证回复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保护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至2019年10月17日前回复《问询函》,

并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0月10日披露的《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暨公司控制权变更事项的问询

函〉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89）。

截止目前，公司仍需进一步补充与完善相关问题，且需要财务顾问出具意见。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公司将再次延期回复《问询函》，预计不晚于2019年10月24日完成问询函回复事项并及时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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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报刊及网站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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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

2019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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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2019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1日以书面形

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0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侯功海先生召集，应参会董事

5名，实际参会董事5名，同时监事会成员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参会董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全票通过《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议案》。 因年龄原因，庄敏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职务。 根据工作需要，由总经理胡鑫先生提名，聘任许修锋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为本届高管层届

满为止。 上述提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经审查，未发现公司聘任的财务负责人许修锋先生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规规定的不适宜担

任高管的情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任职资格合法。

2．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变动、提名、表决、聘任等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提名方式、表决程序合法，本次变动合法有效。

3．经本人了解，许修锋先生的学历、专业经历、专业水平以及工作能力和目前的身体状况能够满足

所聘任的该公司岗位职责的需求，能够胜任该岗位的职务。

特此公告。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银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17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许修锋，男，汉族，1971年2月出生，山东梁山人，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土地估价师。 近五年曾任山东福瑞达医药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

财务总监、济南啤酒集团总公司财务总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