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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会议应表决的董事14人，实际表决的董事14人。

1.3公司董事、行长陶以平（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权）及财务部门负责

人赖富荣保证公司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中的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1.5本季度报告所载财务数据及指标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除特别

说明外，为合并报表数据，货币单位以人民币列示。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年

9月30日

2018年

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 6,982,100 6,711,657 4.0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530,615 465,953 13.88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474,773 440,048 7.89

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22.85 21.18 7.89

项 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9,500） (375,849) 上年同期为负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97） （18.09） 上年同期为负

项 目 2019年1-9月 2018年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6,606 114,619 19.1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910 50,601 8.5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706 50,181 9.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2.57 2.36 8.90

稀释每股收益(元) 2.57 2.36 8.90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每股收益(元) 2.56 2.34 9.4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72 11.97 下降0.25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8 11.86 下降0.18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2019年7-9月 2019年1-9月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 - 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112 134

其他营业外收支净额 60 170

所得税影响额 (45) (80)

合计 127 225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4 2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非经常性损益 123 204

注：1、每股收益、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

订）计算。

2、会计政策变更的影响：根据财政部于2017年修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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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

融工具列报》，公司于2019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新准则。

3、2019年6月30日起， 公司不再将收回已核销资产相关损益划分为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去年同期相关损益及收益类指标已重述。

2.2补充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负债 6,443,423 6,239,073 5,994,090

同业拆入 208,867 220,831 187,929

存款总额 3,715,268 3,303,512 3,086,893

其中：活期存款 1,368,306 1,254,858 1,310,639

定期存款 2,074,837 1,814,016 1,567,574

其他存款 272,125 234,638 208,680

贷款总额 3,386,643 2,934,082 2,430,695

其中：公司贷款 1,753,803 1,608,207 1,482,362

个人贷款 1,392,872 1,166,404 910,824

贴现 239,968 159,471 37,509

贷款损失准备 103,930 95,637 81,864

其中：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

他综合收益的贷款损失准备

828 不适用 不适用

2.3资本充足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资本总额 674,613 578,414

1．核心一级资本 475,070 441,197

2．其他一级资本 55,937 25,970

3．二级资本 143,606 111,247

资本扣除项 832 832

资本净额 673,781 577,582

加权风险资产合计 5,017,609 4,734,315

最低资本要求 401,409 378,745

储备资本和逆周期资本要求 125,440 118,358

附加资本要求 - -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并表前)(%) 9.08 9.03

一级资本充足率(并表前)(%) 10.25 9.61

资本充足率(并表前)(%) 13.16 12.01

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并表后)(%) 9.45 9.30

一级资本充足率(并表后)(%) 10.57 9.85

资本充足率(并表后)(%) 13.43 12.20

注：上表数据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报送新资本充足率报表的通知》的相

关要求编制。

2.4杠杆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年

9月30日

2019年

6月30日

2019年

3月31日

2018年

12月31日

一级资本净额 530,174 511,084 481,626 466,335

调整后的表内外资产余额 8,203,022 8,160,918 7,796,450 7,617,291

杠杆率(%) 6.46 6.26 6.18 6.12

注：上表数据根据《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编制。

2.5流动性覆盖率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

合格优质流动性资产 778,924

未来30天现金净流出量 454,787

流动性覆盖率(%) 171.27

注：上表数据根据《商业银行流动性覆盖率信息披露办法》的相关要求编

制。

2.6贷款五级分类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2019年9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正常类 3,271,344 96.60 2,827,898 96.38

关注类 62,775 1.85 60,044 2.05

次级类 20,110 0.59 19,411 0.66

可疑类 18,608 0.55 18,442 0.63

损失类 13,806 0.41 8,287 0.28

合计 3,386,643 100 2,934,082 100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不良贷款余额525.24亿元，较期初增加63.84亿元，不

良贷款率1.55%，较期初下降0.02个百分点。 关注类贷款余额627.75亿元，较期

初增加27.31亿元，关注类贷款占比1.85%，较期初下降0.2个百分点。

2.7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前十名普通股股东、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普通股股东的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39,213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省财政厅 3,902,131,806 18.78 430,463,500 - - 国家机关

中国烟草总公司 1,110,226,200 5.34 496,688,700 - - 国有法人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948,000,000 4.56 0 - - 国有法人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801,639,977 3.86 0 - - 国有法人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671,012,396 3.23 0 - -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22,235,652 3.00 0 - - 国有法人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69,179,245 2.74 0 -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阳光控股有限公司 496,688,700 2.39 496,688,700 质押 243,377,463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474,000,000 2.28 0 - -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3,162,546 2.28 0 - - 境外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福建省财政厅 3,471,668,306 人民币普通股 3,471,668,306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948,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8,000,000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801,639,977 人民币普通股 801,639,977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671,012,396 人民币普通股 671,012,396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622,235,652 人民币普通股 622,235,652

中国烟草总公司 613,537,500 人民币普通股 613,537,500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569,179,245 人民币普通股 569,179,245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47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74,000,00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73,162,546 人民币普通股 473,162,546

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41,504,000 人民币普通股 441,504,000

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福建烟草海晟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为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下属公司。

2.8截至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59

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所持股份

类别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险分红

88,734,000 15.85 境内优先股 - 其他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

普通保险产品

65,874,000 11.76 境内优先股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

44,643,400 7.97 境内优先股 - 其他

博时基金－民生银行量化1期资产管理计

划

28,003,000 5.00 境内优先股 - 其他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

个险万能

21,254,000 3.80 境内优先股 - 其他

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 15,000,000 2.68 境内优先股 - 其他

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 15,000,000 2.68 境内优先股 - 其他

中维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2.68 境内优先股 - 其他

福建省财政厅 14,000,000 2.50 境内优先股 - 国家机关

交银施罗德基金 13,474,000 2.41 境内优先股 - 其他

注：1、公司已发行优先股均为无限售条件优先股。上述股东同时持有兴业

优1、兴业优2、兴业优3优先股的，按合并列示。

2、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自有资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个险万能存在关联关系。

中国烟草总公司江苏省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中维资本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关系。

3、福建省财政厅期末持有公司普通股3,902,131,806股。 中国烟草总公

司江苏省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四川省公司、中维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普

通股股东中国烟草总公司的下属公司， 中国烟草总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合并持

有公司普通股2,010,318,203股。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与前十名普通

股股东之间有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3、报告期经营业绩与财务情况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健康发展，资产规模保持稳定，经营业绩保持平

稳。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69,821.00亿元，较期初增长4.03%。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权益5,306.15亿元，较期初增长13.88%。客户存款余额37,152.68亿元，

较期初增长12.46%。 客户贷款余额33,866.43亿元，较期初增长15.42%。

2019年1-9月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9.10亿元， 同比增长

8.52%；总资产收益率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达到0.81%和11.72%。 息

差保持平稳； 非息净收入保持较快增速； 费用成本合理增长， 成本收入比

23.51%；各类拨备计提充足，期末拨备覆盖率197.87%，拨贷比3.07%，风险抵

御能力进一步提升。

4、重要事项

4.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4.1.1本报告期变动较大的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及变动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报告期末 较上年度期末

简要说明

余额 增减(%)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72,885 36.74 短期存放同业款项增加

拆出资金 140,083 42.43 短期拆出资金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654,479 不适用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报表项目根据新金融工

具准则分类和计量的相关要求以及财政部于2018年12月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列示，

不重述比较期数据

债权投资 1,461,218 不适用

其他债权投资 605,927 不适用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945 不适用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不适用 不适用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不适用 不适用

持有至到期投资 不适用 不适用

应收款项类投资 不适用 不适用

其他资产 39,968 -41.05

报表项目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列示，其他资产中不再包括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

工具应计利息

预计负债 5,536 - 表外业务预计负债

向中央银行借款 186,252 -30.63 向中央银行借款减少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140,957 -38.87 卖出回购债券减少

其他负债 40,876 -51.84

报表项目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列示，其他负债中不再包括基于实际利率法计提的金融

工具应付利息

其他权益工具 55,842 115.56 发行优先股

其他综合收益 3,431 45.63 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余额增加

4.1.2本报告期变动较大的利润表主要项目及变动原因如下：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 目 年初至本报告期末金额 较上年同期增减(%) 简要说明

投资收益 20,175 12.39

此三个报表项目存在较高关联度，合并后整体损益235.02亿元，同比

增加113.24亿元。 增长原因一是根据《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

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列示要求，交易性金融资产利息净收入在投

资收益中列示，二是债券行情向好，与债券相关的金融资产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收

益

2,466 -50.78

汇兑收益 861 上年同期为负

资产减值损失 不适用 不适用 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报表项目根据新金融工具准

则分类和计量的相关要求以及财政部于2018年12月发布的《关于修

订印发2018年度金融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列示，不重述比较期

数据

信用减值损失 41,566 不适用

4.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4.2.1发行绿色金融债券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复， 公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公开发行不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的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绿色产

业项目贷款。 公司已于2018年度发行两期绿色金融债券共计人民币600亿元，

并于2019年7月18日发行2019年第一期绿色金融债券， 总额为人民币200亿

元。 详见公司2018年10月20日、2018年11月2日、2018年11月28日和2019年7

月19日公告。

4.2.2发行二级资本债券

根据中国银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复， 公司获准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公开发行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二级资本债券。 公司已于2019年度发行两

期二级资本债券共计人民币500亿元。 详见公司2019年5月14日、2019年7月4

日、2019年8月29日和2019年9月20日公告。

4.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不适用

4.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

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不适用

5、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附后）

法定代表人：陶以平（代为履行法定代表人职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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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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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2日

-2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4名，实际表决董事14名，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过了以下两项

议案：

一、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核销单笔损失大于1亿元呆账项目的议案（2019年第五批）；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韩冬阳 董事 工作原因 孙晓峰

王广基 董事 工作原因 王化民

柳红 董事 工作原因 刘树森

1.3� �公司负责人宋尚龙、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彭雪松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高越强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8,225,868,540.89 58,760,044,769.89 -0.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4,564,426,178.89 14,465,490,918.30 0.6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6,772,405.46 656,091,068.22 -30.38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11,464,291,874.05 9,965,963,331.44 15.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3,169,545.45 105,254,410.68 -20.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550,719.55 74,811,762.76 -39.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7 0.70 减少0.1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3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329,437.52 -154,856.64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594,120.28 26,560,485.72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

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

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

得的投资收益

1,693,103.67 17,546,196.74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226,239.06 4,730,099.8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914,872.84 -7,106,538.69

所得税影响额 62,584.58 -3,956,561.04

合计 8,990,612.27 37,618,825.90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12,319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95,088,616 9.08 0 无 0 国家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55,009,212 4.77 25,531,914 质押 154,931,914 境内非国有法人

天津鸿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48,936,170 4.58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锡圣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48,936,170 4.58 0 质押 148,936,17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无锡金嘉源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144,989,170 4.46 0

质押 144,351,100

国有法人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北京世纪融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9,477,298 3.99 0 无 0 其他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9,477,298 3.99 0 无 0 国有法人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8,545,098 3.9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万忠波 121,245,609 3.73 0 无 0 境内自然人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9,722,935 3.38 0 无 0 国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95,088,616 人民币普通股 295,088,616

天津鸿嘉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148,936,170 人民币普通股 148,936,170

无锡圣邦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48,936,170 人民币普通股 148,936,170

无锡金嘉源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144,989,170 人民币普通股 144,989,170

吉林金塔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29,477,298 人民币普通股 129,477,298

华安基金－兴业银行－北京世纪融商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29,477,298 人民币普通股 129,477,298

北方水泥有限公司 129,477,298 人民币普通股 129,477,298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8,545,098 人民币普通股 128,545,098

万忠波 121,245,609 人民币普通股 121,245,609

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9,722,935 人民币普通股 109,722,93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已知长春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长春市城市发展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其与其他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吉林金塔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主要股东为亚泰集团高管人员、所属企业班子成员（总部中

层）和核心骨干管理人员，其已取得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 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表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2,196.90 17,334.71 85.74 主要是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应付票据 6,606.19 22,162.87 -70.19 主要是应付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长期借款 467,467.63 349,404.60 33.79 本期调整融资结构，增加长期借款所致。

应付债券 137,779.81 370,971.67 -62.86

本期部分应付债券将于一年内到期，转入“一年内到期

的非流动负债”所致。

递延收益 35,232.26 26,554.18 32.68 主要是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研发费用 5,830.15 1,234.35 372.33 主要是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28,518.20 14,557.02 95.91 主要是房地产业务利润增加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45,677.24 65,609.11 -30.38 主要是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96,742.34 204,478.27 -52.69 主要是结构性存款本期收回金额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67,923.78 -251,223.44 33.16 主要是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减少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9年4月29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七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参与吉林银行增资扩股，对吉林银行增

资股份数不超过2亿股（含2亿股），增资价格为3.5元/股，增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7亿元（含7亿元）（公

告详见2019年4月30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目前，吉林银行增资扩股工作正在推进中。 根据增资工作实际需要，按照吉林银行最新安排，本次增

资拟分两批进行，第一批由吉林省财政厅、长春市财政局等7家认购对象增资共计15亿股。亚泰医药集团

有限公司由于尚未完成股东资格初审，未参与吉林银行第一批增资。

2、2019年8月8日上午9时， 亚泰集团董事长、 总裁宋尚龙先生在亚泰大厦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

2019年第24次总裁办公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① 审议通过了关于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出让日产1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产能指标

的议案：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现拥有的日产1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年产能为30万吨。现同意将亚

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日产1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产能指标转让给福建春驰集团新丰水泥有

限公司，转让价格为67元/吨，合计为人民币2,010万元（含税）。

截止2019年6月30日，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日产1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待处理固定资产

原值为6,435.96万元，累计折旧4,912.42万元，净值为1,523.54万元。 资产处理完毕后，预计将增加公司

当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354.28万元（最终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数为准）。

② 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吉林亚泰中医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医药产业发展需要， 现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000万元设立吉林亚泰中医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吉林亚泰中医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主要

经营新药研发、销售等，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0�万元，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上述事宜最终以工商注册为准）。

截止目前，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日产1000吨水泥熟料生产线配套产能指标出让事宜已实

施完毕，相关资产尚待处理；吉林亚泰中医药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

3、2019年8月30日上午9时，亚泰集团董事长、总裁宋尚龙先生在亚泰大厦第一会议室主持召开了

2019年第27次总裁办公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①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吉林亚泰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吉林亚泰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6月，主要从事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信息技术等培

训，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万元（尚未实缴到位），公司持有其100%股权。现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吉林亚泰

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00%股权以人民币0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亚泰能源集团有限

公司。 股权转让完成后，亚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吉林亚泰职业培训学校有限公司100%股权。

② 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吉林亚泰隆华贸易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吉林亚泰隆华贸易有限公司成立于2018年12月，经营范围为经销锅炉燃用煤炭及制品等，注册资本

为人民币1,000万元（尚未实缴到位），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亚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

权。

根据能源产业经营需要，现同意亚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吉林亚泰隆华贸易有限公司100%

股权以人民币2,354,963.42元的价格转让给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完成后，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将持有吉林亚泰隆华贸易有限公司100%股权。

截止目前，上述子公司工商变更手续已办理完毕。

4、2019年9月27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组建吉林省白求恩

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设立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告详见2019年9月28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截止目前，吉林省白求恩重离子医院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经营范围：医院诊疗服务；

检验、影像、肿瘤诊疗与护理，重离子治疗，医学教学与医学研究，保健与健康服务，康疗、康养、康复等）；

南京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

5、2019年10月17日，公司召开了2019年第十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深圳科谷

金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议案 （公告详见2019年10月18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和《证券日报》）。

截止目前，深圳科谷金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工商注册手续已办理完毕（经营范围为：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健康产业项目开发，生物制品的开发，信息咨询，文化旅游产业开发，科技项目研

发，科技园区投资建设开发）。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宋尚龙

日期 2019年10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98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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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十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会议于2019年10月29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会议通知于2019年

10月19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董事长宋尚龙先生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

出席董事12名，董事韩冬阳先生、王广基先生、柳红女士分别委托董事孙晓峰先生、王化民先生、刘树森

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所属子公司的议案：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所属子公司的公告》具体内容刊载于2019年10月30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具体内容刊载于2019年10月

30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 《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综合授信即将到期， 同意公司继续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1亿元、敞口1亿元，期限1年。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申请办理的房地产开发贷款6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5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3.40%，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0月30日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 上刊登的《吉林亚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099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所属子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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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十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所属子公司的议

案》。 为了降低管理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同意注销吉林省爱生活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吉林省美婴优品婴

儿用品销售有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所属子公司基本情况

1、吉林省爱生活食品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2月

法定代表人：杨啓忠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

经营范围：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医疗器械销售等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吉林省爱生活食品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尚未实缴，公司未开展经营业务。

2、吉林省美婴优品婴儿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50万元

成立日期：2017年3月

法定代表人：杨啓忠

住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经营范围：婴儿用品、预包装食品、乳制品、玩具、服装、日用百货零售

股东情况：公司控股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吉林省美婴优品婴儿用品销售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尚未实缴，公司未开展经营业务。

二、本次注销的原因

吉林省爱生活食品销售有限公司、吉林省美婴优品婴儿用品销售有限公司目前尚未开展经营业务，

为优化资源配置，降低管理成本，决定注销上述两家子公司。

三、注销子公司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两家子公司注销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生变化。 由于上述两家子公司尚未开展经营业务，

其注销不会对公司的资产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影响。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100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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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十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为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充营运资金，公司拟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20

亿元（含20亿元）短期融资券，具体事宜如下：

一、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方案

1、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

2、发行期限：单笔发行期限不超过365天；

3、发行利率：根据发行时市场供求情况和公司资信评级情况由公司与承销机构协商确定；

4、发行方式：在注册额度及有效期内可一次或分期在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公开发行，具体发行方式

根据市场情况和公司资金需求情况确定；

5、发行对象：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合格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

6、募集资金用途：调整公司债务结构、补充营运资金；

7、发行日期：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与市场利率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规定的注册

有效期内择机发行。

二、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授权事项

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需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的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根据

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确定或调整短期融资券实际发行的金额、期限、利率、发行时机等具体方案，聘

请中介机构，签署、修订所有必要的法律文件以及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终止本次短期融资券的注册

发行事宜。 上述授权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审批程序

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方案及授权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且本次短期融资券的发行尚需

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披露本次短期

融资券的注册、发行情况。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101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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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

行申请办理的房地产开发贷款6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5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3.40%，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

申请办理的房地产开发贷款6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5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3.40%，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天津市武清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陈继忠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酒店、休闲体育设施进行投资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979,589,200.79�元， 总负债为1,

322,749,869.06�元，净资产为656,839,331.73�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832,932,546.17� 元，净利润

258,850,041.57�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日，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937,133,269.43� 元，总负债1,222,709,575.92� 元，净资产为714,423,693.51� 元，2019年1-9月实

现营业收入183,847,894.17�元，净利润57,584,361.7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

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51,065万元，占公司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3.40%，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102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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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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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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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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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

至2019年11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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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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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

2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

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的循环额度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关于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循环额

度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

4

关于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中，第1、4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2019年10月30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第2、3项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告详见2019年9月28日《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

cn）； 有关股东大会文件将于会议召开前的5个工作日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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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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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881 亚泰集团 201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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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及代理人

身份证、委托人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

卡、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2、参会确认登记时间：2019年11月13日（星期三）上午9:00-11:00，下午13:30-16:00。

3、登记地点：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联系地址：长春市吉林大路1801号亚泰集团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431-84956688� � � � � �传真：0431-84951400

邮政编码：130031� � � � � � � � � � � � �联系人：秦音、张绍冬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第十一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吉林亚泰（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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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4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循环额度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3

关于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

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循环额度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4 关于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房地产开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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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