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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现场结合通讯）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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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6日以

通讯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2月9日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应到董事9名，

实到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由杨仁贵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下属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 ）业务拓展及日常经营的资

金需求，公司拟为其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农商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8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最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期限以包头农商行批复为

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赤峰分行” ）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京蓝沐禾以位于翁牛特旗乌丹镇玉龙工业园区的

蒙（2017）翁牛特旗不动产权第0005780号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最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期限以

交通银行赤峰分行批复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翁牛特旗支行” ）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蓝生态” ）及赤峰恒德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赤峰恒德” ）同时为京

蓝沐禾上述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为赤峰恒德提供反担保，京蓝沐禾以部分资产向赤峰恒德提供反担保。 最

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期限以工行翁牛特旗支行批复为准。

京蓝沐禾股权结构为：京蓝生态持有其76.92%股权，公司对京蓝沐禾具有实际控制权。 浙江浙商产融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京蓝沐禾23.08%股权，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且不参与京蓝沐禾的日常经营及管理，

因此不按其持股比例对京蓝沐禾上述三笔融资提供同比例担保，亦不向公司、京蓝生态及赤峰恒德提供反

担保。 京蓝沐禾为公司及京蓝生态提供反担保。 为保证后续融资工作顺利开展，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审批上述三项对京蓝沐禾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董事会审议的《关于为京蓝沐

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召开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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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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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目前，本次担保生效后，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

司” ）已审批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731,834万元；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

际对外担保总余额（指对尚未偿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金额）为264,770.6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即2018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60.96%。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担保风

险，谨慎投资。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下属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 ）业务拓展及日常经营的资

金需求，公司拟为其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事宜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农商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6,8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最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期限以包头农商行批复为

准。

2、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事宜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赤峰分行” ）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京蓝沐禾以位于翁牛特旗乌丹镇玉龙工业园区的

蒙（2017）翁牛特旗不动产权第0005780号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最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期限以

交通银行赤峰分行批复为准。

3、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的事

宜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翁牛特旗支行” ）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蓝生态” ）及赤峰恒德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赤峰恒德” ）同时为京

蓝沐禾上述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为赤峰恒德提供反担保，京蓝沐禾以部分资产向赤峰恒德提供反担保。 最

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期限以工行翁牛特旗支行批复为准。

京蓝沐禾股权结构为：京蓝生态持有其76.92%股权，公司对京蓝沐禾具有实际控制权。 浙江浙商产融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京蓝沐禾23.08%股权，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且不参与京蓝沐禾的日常经营及管理，

因此不按其持股比例对京蓝沐禾上述三笔融资提供同比例担保，亦不向公司、京蓝生态及赤峰恒德提供反

担保。 京蓝沐禾为公司及京蓝生态提供反担保。 为保证后续融资工作顺利开展，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审批上述三项对京蓝沐禾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4、上述担保事项是公司对下属公司及下属公司间进行的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九名董事全部同意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尚需获得公司2019年第九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26558110612H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玉龙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乌力吉

注册资本：104,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06日

营业期限：2010年07月06日至2040年07月05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灌溉、农村饮水、建筑用PVC、PE、PP给排水管材及管件制

造、销售；卷盘式、平移式、中心支轴式喷灌机等喷灌设备和滴灌带（管）、输配水软管、过滤器、施肥器等微

滴灌设备的生产、安装、销售及网络销售；生态环境治理工程设计、建设、维护及咨询；水利、电力、农业项目

投资；农业机械、化肥、农膜、机电设备、建筑材料销售及进出口业务；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市政公用

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农村灌溉用水井凿井作业；沙地治理；种树、种草；水泥桩制作、网围栏刺线制作、

架设；林木种子经营，飞播造林；文体用品、日用品、电力设备、电线电缆、电器购销。

2、赤峰恒德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007830057984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新城区天骄西苑会所

法定代表人：姜钊

注册资本：57,427.7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11月18日

营业期限：2005年11月18日至2055年11月17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贷款担保、票据承兑担保、贸易融资担保、项目融资担保、信用证担保、其他

融资性担保业务；可以兼营下列非融资性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担保、投标担保、预付款担保、工程履约担保、

尾付款如约偿付担保等履约担保业务、与担保业务有关的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以自有资金进

行投资。 （融资性担保机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2020年6月30日）一般经营项目：无。

（二）担保人与被担保人股权关系

1、公司与京蓝生态、京蓝沐禾的股权关系

2、公司与赤峰恒德不存在股权及关联关系。

（三）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1、京蓝沐禾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501,912,448.40 6,128,345,676.25

负债总额 3,735,661,427.37 3,380,729,694.34

净资产 2,766,251,021.03 2,747,615,981.91

项目

2019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628,781,448.30 1,591,595,776.32

利润总额 18,214,788.17 207,026,401.43

净利润 12,064,943.62 167,555,744.59

2、赤峰恒德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9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740,517,103.46 735,666,474.20

负债总额 102,445,095.61 104,124,134.63

净资产 638,072,007.85 631,542,339.57

项目

2019年1-9月

（未经审计）

2018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50,293.45 9,628,640.76

利润总额 1,192,106.78 5,128,520.90

净利润 1,191,851.78 4,021,457.80

（四）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京蓝沐禾、赤峰恒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签署情况

目前，就上述担保事项，各融资方及担保方尚未与银行或其他机构签署相关协议，在担保实际发生后

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及京蓝生态为京蓝沐禾提供担保，可以满足其经营发展中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持有其76.92%股权， 公司对京蓝沐禾具有实际控制权。 浙江浙商产融投资发展

有限公司持有京蓝沐禾23.08%股权，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且不参与京蓝沐禾的日常经营及管理，因此不按

其持股比例对京蓝沐禾提供同比例担保，亦不向公司及京蓝生态提供反担保。京蓝沐禾为公司及京蓝生态

提供反担保。京蓝沐禾信用状况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和偿债能力。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同

意该笔担保事项。

五、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担保可以满足京蓝沐禾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中的资金需求， 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要求及股东利

益。上述融资中，京蓝沐禾为担保方提供了相应的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同时我们认为其他股东未按其持

股比例提供对应担保或向担保方提供反担保， 是基于其持股比例较低， 不参与京蓝沐禾的日常经营及管

理，且审批流程和时间较长，不能满足本次融资的时间要求而做出的决定，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风险。

本次担保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制度的规定，遵循了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原则，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的利益。 综上，我们同意上述担保事项并将其提交公司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本次担保生效后，公司已审批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总金额为731,834

万元； 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余额 （指对尚未偿还的债务承担保证责任金额） 为264,

770.62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即2018年12月31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60.96%；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余额为25,000万元；逾期债务对应的

担保余额、存在诉讼风险的担保金额均为0元，不存在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字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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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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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上市公司” 或“京蓝科技” ）第九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定于2019年12月25日下午14：30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9年第

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关于召开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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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2月25日下午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2月2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25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2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召开的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股权登记日：2019年12月20日

7、出席对象：

(1)�截至2019年12月2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含表

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7栋（E楼）公司会议室

9、投票方式的选择：公司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深交所

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

投票为准。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下属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 ）业务拓展及日常经营的资

金需求，公司拟为其向商业银行融资提供担保，具体如下：

1、《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包头农商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6,

8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最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期限以包头农商行批复为准。

2、《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赤峰分行” ）申请不超过

人民币2,0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京蓝沐禾以位于翁牛特旗乌丹镇玉龙工业园区的

蒙（2017）翁牛特旗不动产权第0005780号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最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期限以

交通银行赤峰分行批复为准。

3、《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公司拟为京蓝沐禾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支行（以下简称“工行翁牛特旗支行” ）申

请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期限1年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蓝生态” ）及赤峰恒德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赤峰恒德” ）同时为京

蓝沐禾上述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为赤峰恒德提供反担保，京蓝沐禾以部分资产向赤峰恒德提供反担保。 最

终担保金额、担保方式及担保期限以工行翁牛特旗支行批复为准。

京蓝沐禾股权结构为：京蓝生态持有其76.92%股权，公司对京蓝沐禾具有实际控制权。 浙江浙商产融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有京蓝沐禾23.08%股权，持股比例相对较低，且不参与京蓝沐禾的日常经营及管理，

因此不按其持股比例对京蓝沐禾上述三笔融资提供同比例担保，亦不向公司、京蓝生态及赤峰恒德提供反

担保。 京蓝沐禾为公司及京蓝生态提供反担保。 为保证后续融资工作顺利开展，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管理层审批上述三项对京蓝沐禾提供担保的具体事宜。

本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1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2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

峰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3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翁牛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单位持股凭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

理登记手续；

(3)� 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9年12月24日下午5点00分前送

达或传真至公司）。

2、登记时间：2019年12月24日上午9：00至11：30，下午2：00至5：00

3、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7栋（E）楼公司会议室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5、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7号7栋（E）楼公司会议室

邮编：100102

电话：010-64740711

传真：010-64740711� -8062

联系人：田晓楠

6、会议费用：参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7、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遇网络投票系统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

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通过网络投票平台参加网络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时涉及具体操作需要说明的内容和格式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2.授权委托书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11；

2、投票简称：京蓝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议案编码如下表所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1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2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赤

峰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3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翁牛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

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

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2月2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 9:15，结束时

间为 2019年12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12月25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九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法人签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的数量和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授权委托书签发日期：2019年月日；有效期限：；

若委托人未对以下提案作出具体表决，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是；□否；

委托人对下述提案表决（请在每项提案的“同意、反对、弃权” 表决项下单选并打“√ ” ）：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示例表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1.01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包头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2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赤峰分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3

《关于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翁牛特旗支行融资提供担保的

议案》

√

证券代码：

000711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

2019-179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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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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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部分承诺的议案》，北京杨树蓝天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杨树嘉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京蓝控股有限公司、张家港保税区京蓝智享

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融通资本（固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半丁（厦门）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为该议案的关联人，已回避表决。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12月9日14时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2月8日至2019年12月9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

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8日15：00至2019年12月9日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杨仁贵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情况如下：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023,667,816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1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7,790,47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581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9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7,330,472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0.5369%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0,00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0.044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会议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过合并现场投票结果，各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豁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部分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92,373,413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91,913,413 99.5020%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348,900 0.3777% 41,100 0.0445% 70,000 0.0758%

累计投票结果 92,262,313 99.8797% 41,100 0.0445% 70,000 0.0758%

其中：

中 小 投 资 者 投 票 股 份

（股）

34,558,647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34,447,547 99.6785% 41,100 0.1189% 70,000 0.2026%

是否通过 是

议案2.00《关于对外担保的议案》

2.01《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517,790,47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517,330,472 99.9112%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390,000 0.0753% 0 0.0000% 70,000 0.0135%

累计投票结果 517,720,472 99.9865% 0 0.0000% 70,000 0.0135%

其中：

中 小 投 资 者 投 票 股 份

（股）

122,895,119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122,825,119 99.9430% 0 0.0000% 70,000 0.0570%

是否通过 是

2.02《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为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517,790,47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517,330,472 99.9112%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390,000 0.0753% 0 0.0000% 70,000 0.0135%

累计投票结果 517,720,472 99.9865% 0 0.0000% 70,000 0.0135%

其中：

中 小 投 资 者 投 票 股 份

（股）

122,895,119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122,825,119 99.9430% 0 0.0000% 70,000 0.0570%

是否通过 是

2.03《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出席表决权股份数（股） 517,790,472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现场投票结果 517,330,472 99.9112% 0 0.0000% 0 0.0000%

网络投票结果 390,000 0.0753% 0 0.0000% 70,000 0.0135%

累计投票结果 517,720,472 99.9865% 0 0.0000% 70,000 0.0135%

其中：

中 小 投 资 者 投 票 股 份

（股）

122,895,119

同意（股） 比例% 反对（股） 比例% 弃权（股） 比例%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 122,825,119 99.9430% 0 0.0000% 70,000 0.0570%

是否通过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华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齐波、龚莹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资格、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227)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12月0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12

月11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7165�

20.9073�

34.7435�

15.1137�

11.8980�

15.7406�

12.5125�

13.5196�

10.8403�

5.6589�

10.5888�

10.4957�

《调查通知书》送达公告

张子若（身份证号码：342623198501204022）：

因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我会决定对

你立案调查。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

知书》（成稽调查通字2019047号）。限你在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我局领取调查通知

书，逾期视为送达。

联系电话：028-85589932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洗面桥街26号中国证

监会四川监管局

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

2019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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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对河源市瑞盛锂业有限公司托管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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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2月5日披露了《关于解除对河源市瑞盛锂业有限公司托管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7），现对上述解除托管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会计处理、对公司业绩影响的具体

情况以及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补充说明如下：

2017年11月22日，公司与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深圳盛屯聚源锂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源锂能” ）及聚源锂能全

资子公司河源市瑞盛锂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盛锂业）签署了《托管协议》，聚源锂能同意将瑞盛锂业全权委托给公

司进行经营管理，托管期间由公司对其全权管理并承担相应的风险/收益，托管期间的托管费用为0元。公司自托管日开始

将瑞盛锂业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2019年12月4日，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及《托管协议》的约定，解除对瑞盛锂业的托管；公司

自解除托管日开始不再将瑞盛锂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7年11月23日和2019年12月5日

披露的 《关于托管河源市瑞盛锂业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3）、《关于解除对河源市瑞盛锂业

有限公司托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7）。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及其应用指南的相关规定：企业处置对子公司的投资，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账面价值的差

额，在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处置价款与处置投资对应的享有该子公司净资产份额的差额，在

合并财务报表中应当确认为当期投资收益。

托管期间瑞盛锂业产生的经营亏损合计为2,975,799.35元。 根据《托管协议》的约定，公司承担托管期间产生的相应

的风险/收益。 因此威华股份母公司个别财务报表中应当确认投资损失2,975,799.35元；瑞盛锂业在托管期间的经营损益

均已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中，母公司承担的托管期间的经营亏损实际已计入托管期间的合并报表的损益，本次解除托管

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经营业绩基本没有影响。

瑞盛锂业2018年末及2019年11月末的净资产分别为-263.36万元（经审计）和-313.72万元（未经审计）；公司2018

年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216,176.00万元；根据《托管协议》的约定，托管期间的托管费用为0元，本

次解除托管未附带其他条件，且本次解除托管对公司合并财务报表经营业绩基本没有影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解除托管暨关联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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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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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0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在风险可控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主营业务发展的

前提下，同意公司根据经营发展计划和资金状况，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期限为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计划连续12个月内累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不超过4亿元人民币，主要用于投资短期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同时

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事宜 。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 ：

ZXSY2019-15）刊登在2019年3月22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一、购买理财产品主要情况

2019年12月6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中国民生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机构版）》

1.产品名称：挂钩汇率结构性存款

2.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3.认购金额：人民币10,000万元

4.投资期限：91天

5.投资起始日：2019年12月6日

6.投资到期日：2020年3月6日

7.预期收益率：4.2%（年化）

8.资金来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尽管投资品种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上述投资收益受到市场波动的影

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授权额度内的资金只能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且期限

不得超过12个月。

2.在额度范围和有效期内，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必要时可委托相关专业机构，对

投资品种、止盈止亏等进行研究、论证，提出研究报告。

3.公司管理层及财务部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上述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发现或判断不利因素，及时采取相

应措施，严格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对理财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5.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上述理财产品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6.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1.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主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以及确保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运用部分自有闲

置资金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银行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和日常经营。

2.通过适度的短期保本型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

投资回报。

四、本次公告前十二个月内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1.公司于2018年12月6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中信银行结构性存款协议》，使用人民币9,000万

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187天期“共赢利率结构23161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该理财产品已于2019年6月12日到期，获

得理财收益为人民币184.4万元。

2.公司于2019年2月25日与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结构性存款合同》，使用人民币7,000万元自有闲

置资金购买365天期“结构性存款产品” 。 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3.公司于2019年2月27日与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科技支行签订《单位结构性存款产品协议书》，使用人民币

3,000万元自

有闲置资金购买365天期“单位结构性存款2019年第27期” 理财产品。 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4.公司于2019年3月7日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营业部签订《结构性存款业务说明书CSY00142号》，使用

人民币5,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365天期“结构性存款产品” 。 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5.公司于2019年3月11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和平支行签订《中国工商银行法人理财综合服务协议》，

使用人民币2,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365天期“保本随心E二号法人拓户理财产品” 。 该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6.公司于2019年11月12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签订《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 人民币结构性存款合

同》，使用人民币30,000万元自有闲置资金购买90天期“广发银行薪加薪16号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

尚未到期。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10日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３３６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

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３０

，

２１０

，

４６７

股，占发行后发行人

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１０

，

５２３

股，占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根据回拨机制规定的原则进行回

拨。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０

，

０９０

，

４４４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

，

６０９

，

５００

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

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本次发行的 《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聚辰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锐明技术”、“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不超过

２

，

１６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２７３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为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锐明技

术”，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７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

基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８．００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１６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９６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８６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１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９４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６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

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９

，

３５４

，

０７８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７３５

，

４５４

，

９６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８５

，

９２２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３

，

２６５

，

０３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１５８

，

１５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８２

，

００９

，

７７６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

，

８４８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７０

，

２２４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

（股）

获配金额

（元）

１

谢爱兰 谢爱兰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２

夏信根 夏信根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３

耿建富 耿建富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４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景顺长城

－

江南农商行

１

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５

李济源 李济源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６

王永存 王永存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７

蒋根青 蒋根青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８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安

－

银泰

３

号定向资产管理计划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９

赵满堂 赵满堂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１０

姚战琴 姚战琴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１１

河北康瑞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河北实践顶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１２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世宝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１３

王凤飞 王凤飞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１４

熊基凯 熊基凯

１３２ ５

，

０１６

合计

１

，

８４８ ７０

，

２２４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为

８７

，

７７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３

，

３３５

，

２６０

元。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４０６３％

。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 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三、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

承销商国信证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５２

；

０７５５－２２９４００６２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锐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