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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31

证券简称：大悦城 公告编号：

2020-005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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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粮地产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向Vibrant�

Oak� Limited （明毅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2154号）文件核准，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粮地产（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采用非公开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60,443,001.00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73元/

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2,425,781,396.73元。 截至2019年12月18日止，本公司已收投资

者缴付的认购资金2,425,781,396.73元，扣除证券承销费及本公司自行支付的中介机构费

和其他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2,402,271,585.41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

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9】01610010号的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开立银行签署了相

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的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昆庭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控股子公司浙江和润天成置业

有限公司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分别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的存

放和使用实行专户管理。

近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北京昆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甲方” ），与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以下合称“乙方”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丙方” ）签署了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 本次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0200003419200098751；

募集资金用途：中粮·置地广场项目。

截止2019年12月23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916,053,600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浙江和润天成置业有限公司（以下合称“甲方” ），与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合称“乙方” ）、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丙方” ）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本次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8110801012501835614；

募集资金用途：杭州大悦城-购物中心项目。

截止2019年12月23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1,485,527,434.77元。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昆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和润天成置业

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朝阳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丙方：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一）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 ），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中粮·置地广场项目和杭州大悦城-购物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

用途。

（二）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独立财务顾问，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或

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况进行一次现场检查。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许菲菲、谭笑、黄江宁、康昊昱（丙方

任何一方均有权查询专户信息）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

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丙方若指定其他人员查询专户时出具的

介绍信是由甲方盖章确认方能查询，还应向乙方出具甲方的授权文件。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甲方一次或12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

的10%的，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丙方更换独立财务顾

问主办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

更换后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

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均可以单方面终止本协议，甲方可在终止

协议后注销该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

期结束之日，即2020年12月31日解除。

特此公告。

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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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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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无重大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

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月1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

董事孙明涛先生、刘辉先生、贾文军先生、张惠泉先生、鲍晨钦女士在审议此议案时

进行了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议案。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认为此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符合公司的发展需

要，交易价格均参照市场价格或政府指导性价格确定，定价原则公开、公平、合理，符

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生产

经营的独立性，没有发现侵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况。 同意将

此议案提交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我们认为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是正常生产经营所需，有

必要性及合理性，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关联交易的价格将执行国家标准价格或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定价

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在审议

此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3、《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

联股东将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

（二）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总金额为69,733万元。 其中：

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

司、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锦国投(大连)发展

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锦州港象屿粮食物流有限公司、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提供港口及其他相关服务55,599万元；

向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

属公司采购商品1,628万元；

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中

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锦州港象屿粮食物

流有限公司、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销售水电、蒸气合计1,

583万元；

向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销

售商品2,579万元；

接受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锦州盛邦路港有限公司、锦国投(大

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提供的劳务及其他服务8,344万元。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执行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预计

发生金额

2019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提 供

港 口 和

其 他 服

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属

公司

30,000 36,891

主要是由于吞吐量增加、提

供港口装卸服务增加影响。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650 684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3,000 1,572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1,200 2,126

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注1）

15,060 13,422

锦州港象屿粮食物流有限公司 777 提供港口服务业务增加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330 127

小计 50,240 55,599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

90,000 869

2019年， 受养殖业市场行情

不利因素影响， 南方饲料行

业粮食需求量减少。 公司根

据市场行情变化， 对相关粮

食采购计划进行了调减。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属

公司

800 759

小计 90,800 1,628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水电、蒸

汽等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属

公司

1,200 1,173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40 38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120 81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80 250

锦州港象屿粮食物流有限公司 39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及附

属公司

5 2

小计 1,645 1,583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商品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2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1,500

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

2,557 粮食销售业务增加。

小计 1,500 2,579

接 受 关

联 人 提

供 的 劳

务 及 其

他服务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2,500 2,732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及

附属公司

120 114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附属公

司

20 14

锦州盛邦路港有限公司 400 143

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

4,550 5,341

小计 7,610 8,344

合计 151,795 69,733

注1:锦州盛邦陆港有限公司自2019年4月起变更为锦国投子公司，故对其2019

年预计金额进行了相应调整。

注2:2019年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定的结果为准。

（三）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预计2020年公司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13,179万元。 其中：向关联人提供港

口和其他服务83,100万元；向关联人采购商品2,890万元；向关联人销售水电、蒸汽

合计1,610万元；向关联人销售商品520万元；接受关联人提供的装卸运输、理货、航

道通行、后勤等服务25,059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2020年预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9年实际

发生金额

2020年

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提供

港口和其他服

务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

属公司

36,891 35,000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684 700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1,572 1,500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2,126 2,000

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

13,422 34,000

提供港口服务以及集装

箱周转业务增加

锦州港象屿粮食物流有限公司 777 3,200 提供港口服务业务增加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附属公司 2,700 提供港口服务业务增加

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 127 4,000 提供港口服务业务增加

小计 55,599 83,100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

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

869 2,20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

属公司

759 690

小计 1,628 2,890

向关联人销售

水电、蒸汽等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及附

属公司

1,173 1,200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38 30

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 81 100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50 260

锦州港象屿粮食物流有限公司 39 20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及

附属公司

2

小计 1,583 1,610

向关联人销售

商品

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22 20

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

2,557 500

小计 2,579 520

接受关联人提

供的劳务及其

他服务

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 2,732 2,500

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及附属公司

114 100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附属

公司

14 15

锦州盛邦路港有限公司 143

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及附属公

司

5,341 22,444

接受港口装卸、运输服务

增加

小计 8,344 25,059

合计 69,733 113,179

注:2019年实际发生金额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年审会计师审定的结果为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集团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明涛先

生，注册地址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注册资本371,457.61万元，经营范围：粮食收购。 货

物(或技术)进出口。 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对外工程承包,职业中介;物业管理;经销建

筑轻工材料,家具,家居装饰材料,建筑机械,五金交电,卫生洁具;生产、销售电接触

材料产品,开发无银触头相关产品;粮食销售,水稻种植,优良种子培育、研发。

2、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0年，注册资本48,690,000万元，注

册地址为北京市，法定代表人王宜林先生。

经营范围：组织经营陆上石油、天然气和油气共生或钻遇矿藏的勘探、开发、生

产建设、加工和综合利用以及石油专用机械的制造；组织上述产品、副产品的储运；

按国家规定自销本公司系统的产品；组织油气生产建设物资、设备、器材的供应和销

售；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建设新产品、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开发研究和技术推

广；国内外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合作勘探开发、经济技术合作以及对外承包石油建设

工程、国外技术和设备进口、本系统自产设备和技术出口、引进和利用外资项目方面

的对外谈判、签约等。

3、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1年，法定代表人李欣

华女士，注册资本7,000万元，注册地址为辽宁省锦州市，经营范围：包括锦州港国有

资产经营管理、物业管理。

4、锦州新时代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时代集装箱公司” )，法定代表

人刘福金先生，注册资本32,084.36万元，注册地址为辽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

营范围：海上集装箱港口装卸和集装箱中转、仓储;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

等设施;集装箱堆存、拆装箱、修理、清洗;汽车滚装船装卸及其他相关业务。

5、中丝锦州化工品港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丝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兴强先

生，注册资本6,000万元，注册地址为辽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营范围：成品油、

液体化工产品仓储、代储、中转;装卸服务;设备租赁;国际船舶代理、国际货运代理、

国际多式联运、国内水路运输船舶代理、货物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经济技

术咨询、服务;劳务服务。

6、锦州中理外轮理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理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鸿军先

生，注册资本2,000万元，注册地址为辽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营范围：国际、国

内航线船舶理货业务;国际、国内集装箱理箱业务;集装箱装、拆箱理货业务;货物的

计量、丈量业务;监装、监卸业务;货损、箱损检定等业务。

7、锦国投(大连)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国投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辉先生，

注册地址为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注册资本900,000万元，经营范围：货物、技术

进出口;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石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

品)、煤炭、焦炭、金属材料、建筑材料、机电设备(不含汽车)、初级农产品、橡胶、纸浆、

钢材、木材、矿产品、原粮的销售;经济信息咨询;贸易经纪及代理、融资租赁、保理

等。

8、锦州盛邦路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邦路港公司” )，法定代表人辛志先生，

注册地址为辽宁锦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注册资本3,000万元，经营范围：国内水路运

输船舶代理、货物代理;物资仓储(不含危险品);租船订舱;道路普通货物运输;货物

专用运输(集装箱);危险货物运输;公路货运代理;多式联运;电子商务服务;汽车租

赁;国际水路运输船舶代理、货物代理;订舱、货物监装、装卸、集装箱拼装拆箱;国际

多式联运;报关、报检、报验、保险;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天然气销售。

9、锦州港象屿粮食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州港象屿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

文博先生，注册地址为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主营业务货

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装卸服务;场地租赁;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粮食收购、销售;港

口设施施工。

10、辽港大宗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港大宗公司” )，法定代表人贾文

军先生，注册地址为辽宁省大连市，注册资本50,000万元，经营范围：现货挂牌交易、

竞买交易和竞卖交易石油、成品油、大宗石化商品、铁矿石及金属商品（不含贵金

属）、煤炭、稀土资源商品、农副产品；普通货物（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企业管理服

务；货运代理；集装箱销售、租赁。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 东方集团公司持有本公司30,817.80万股A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5.39%，为本公司的第二大股东；公司副董事长孙明涛先生在该公司担任董事长、公

司董事张惠泉先生在该公司担任董事兼副总裁、公司监事会主席李亚良先生在该公

司担任监事会主席，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1,817万股A股股份，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5.90%，为本公司第五大股东；公司监事夏颖女士在该公司担任所投资公司

专职董监事，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锦州港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10,144.21万股A股股份，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5.07%，为本公司的第六大股东；公司监事李欣华女士在该公司担任

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新时代集装箱公司：本公司持股34%的联营企业，公司副总裁刘福金、王兴山

在该公司分别担任董事长、监事，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5、中丝公司：本公司持股49%的联营企业，公司副总裁宁鸿鹏在该公司担任副

董事长，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6、外理公司：本公司持股29%的联营企业，公司董事李欣华、副总裁王兴山在该

公司分别担任董事、监事会主席，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锦国投公司：本公司持股33.34%的联营企业，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刘辉在该

公司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董事鲍晨钦在该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公司副总裁王

鸿在该公司担任董事，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8、盛邦路港公司：公司董事鲍晨钦、副总裁宁鸿鹏在该公司担任董事，与本公司

构成关联关系；

9、锦州港象屿公司：本公司持股51%的合营企业，公司总裁助理张文博先生在

该公司担任董事长，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10、辽港大宗公司：公司董事贾文军、公司副董事长兼总裁刘辉在该公司担任董

事，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根据其财务和经营状况

分析，预计其向上市公司支付的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其他服务，购买商品及接受劳务及

其他服务的交易遵循以下定价原则：

1、如该种商品或劳务及其他服务有国家标准价格，则执行国家标准价格；

2、如该种商品或劳务及其他服务无国家标准价格，则根据周边市场行情、所供

商品或劳务及其他服务的市场供需变化，按照市场价格定价，并签订书面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交易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是实现公司未

来发展战略和生产经营的需要,交易的发生能够使公司和关联方充分地利用现有经

济资源、人力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与港口主业相互依托、相辅相成,有利于公司业务

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

上述预计的交易将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利益，

且对本公司主业的独立性无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的事前认可意

见；

3、独立董事对《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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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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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2020

年1月10日在大连召开。 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送达方式发

出。公司董事11人，实到董事10人，独立董事苗延安先生委托独立董事曹坚先生出席

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董事长徐健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核销2019年度固定资产报废损失的议案》

会议同意公司对2019年度固定资产报废损失进行核销， 报废核销资产共计33

项，对以上资产进行报废核销将减少公司2019年度利润总额147.88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2019年实际完成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69,733万元, 预计2020年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总金额为113,179万元。 公司在事前将本次关联交易情况向公司独立董事

进行了汇报，获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无异议，并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孙明涛、刘辉、贾文

军、张惠泉、鲍晨钦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临时公告《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04）。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上网公告附件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的独立意见

（三）独立董事对《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发表的事前认可

意见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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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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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0年1月10日在大连召开，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26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送达方

式发出。 会议应参会监事9人，实到监事9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亚良先生主持,会

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董事和高管人员2019年度履职情况的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公司对2019年实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已进行了充分披露。 公司2019年发

生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交易价格按照国家价

格标准或市场公允价格执行，交易价格合理公允；

2、公司对2020年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

易是正常的市场化交易行为，交易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3、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决议合法有效，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监事李亚良、夏颖、李欣华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 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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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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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公告披露日，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海涵” ）持有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数量为300,343,725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5.00%。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西藏海涵累计质押数量为291,516,413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数的97.06%，占公司总股本的14.56%，剩余未质押股份数量为8,827,

312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2020年1月10日，公司收到股东西藏海涵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部分解除质押登

记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股东名称 西藏海涵交通发展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 7,6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53%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38%

解质时间 2020年1月9日

持股数量 300,343,725

持股比例 15.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91,516,41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97.0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4.56%

本次西藏海涵解除质押的股份，无后续质押计划。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所持有

公司股份的解押、质押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269

股票简称

:

赣粤高速 编号

:

临

2020-002

债券代码

:122255

债券简称

:13

赣粤

01

债券代码

:122316

债券简称

:14

赣粤

01

债券代码

:122317

债券简称

:14

赣粤

02

债券代码

:136002

债券简称

:15

赣粤

02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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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2018〕SCP120号文注册，本公司于2020年1月9日在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20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20赣粤SCP001” ），发行规模为人

民币8亿元，发行期限为180日，起息日为2020年1月10日，发行利率为2.05%。本次募集资金8亿元已

于2020年1月10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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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核定南昌至九江高速公路

收费年限有关事项的批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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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收到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同意重新核定南昌至九江高速公

路收费年限有关事项的批复》（赣交财务字〔2019〕97号）。

经国家发改委批准，由公司自筹资金建设的南昌至九江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昌九高速” ）改

扩建工程项目已建成通车。 为确保该项目正常运营，经研究，江西省交通运输厅、江西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同意重新核定昌九高速公路收费年限， 核定的收费年限暂定为30年， 收费起止日为2019年

10月1日至2049年9月30日。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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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工厂

MDI

装置复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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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于2019年10月15日发布的“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工厂MDI装置例行停产

检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86号），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宁波）有限公司的MDI一期

装置（40万吨/年）于2019年10月26日开始停车检修，MDI二期装置（80万吨/年）于2019年11月15

日开始停车检修，截至目前，上述MDI装置的停产检修已经结束，恢复正常生产。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0-03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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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以下简称“合成国际” ）持有万华化学股份数

量336,042,36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70%；本次解除质押后，合成国际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为0

股。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月 13日收到股东 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通知，合成国际已于2020年1月10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解除股份质押的手续， 将质押给ICBC�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Management� Limited的公司

限售流通股168,021,180股全部解除质押。

股份解除质押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Prime�Partner�International�Limited

本次解质股份 168,021,18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5.35%

解质时间 2020年 1月10日

持股数量 336,042,361

持股比例 10.7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

公司将根据本次解质股份后续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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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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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限售股上市数量为180,028,508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为2020年1月2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二）非公开发行限售股核准情况

经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6]2977号）核准，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集团” 或“公

司” ）向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以下简称“上汽总公司” ）、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

计划（由受托管理该计划的资管机构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专项产品予以认购，

以下简称“核心员工持股计划” ）、中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华融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河北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平安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和民

生通惠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8家投资者合计非公开发行657,894,736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发行价格为22.80元/股。其中，上汽总公司及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持有180,028,508股，

其他6家投资者持有477,866,228股。

（三）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登记情况

公司于2017年1月19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

托管相关事宜。

（四）非公开发行限售期锁定期安排

上汽总公司及核心员工持股计划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锁定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预计于2020年1月20日上市流通（2020年1月19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顺

延至其后第一个交易日，即2020年1月20日）；其余6家投资者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的锁

定期为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已于2018年1月19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规定，

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均

承诺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股东在承诺期间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

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经核查后认为：

（一）上汽集团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时间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

（二）上汽集团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非公开发行时做出的自发

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的承诺；

（三）上汽集团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四）国泰君安对上汽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180,028,508股。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2020年1月20日。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明细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131,578,947 1.13 131,578,947 0

2

上汽集团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由受托管理

该计划的资管机构长江养老设立专项产

品予以认购）

48,449,561 0.41 48,449,561 0

六、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80,028,508 -180,028,508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1,503,432,857 180,028,508 11,683,461,365

股份总额 11,683,461,365 0 11,683,461,365

七、上网公告附件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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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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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约256亿元， 同比减少28.9%

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9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56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约104亿元，同比减少28.9%左右。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约为21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减少约110亿元，同比减少34%左右。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根据经营情况的初步预测，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6,009,210,583.83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2,409,013,305.15元。

（二）每股收益：3.082元。

三、本期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公司2019年度整车销量623.8万辆，同比减少11.54%，同时叠加国五与国六车型切换

加剧供需矛盾，国内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等多重因素影响。

四、风险提示及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9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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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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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PPP项目：

1.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三局集

团有限公司、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中

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北京工

程局集团有限公司、 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天津地铁4号线PPP

项目。该项目包括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建设和全线运营。天津地铁4号线全线正线长约

43.3公里，共设车站32座；其中，北段工程正线长约22公里，设车站17座。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236.78亿元，项目合作期26年，其中:北段建设期5年,运营期21年；南段运营期24.5年。 联合

体和政府出资代表共同出资成立项目公司，项目资本金为项目估算总投资的40%，由各股

东按股比出资。 合作期内，项目公司通过建设期政府补助和使用者付费收回投资及合理回

报。 合作期满，项目公司将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或其指定机构。

2.本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中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三

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六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广州工程局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北京工程局集团有限公

司、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G2003太原绕城高速公路义望至凌

井店段（太原西北二环）PPP项目。 该项目原名为京昆国家高速公路太原绕城西北段改线

工程（太原西北二环）项目，太原市交通运输局作为实施机构，于2017年通过公开招投标

方式确定本公司及其他方组成的联合体作为社会资本方。 2019年5月，本项目被纳入国家

高速公路网规划，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太原市交通运输局重新招标，并确定了本公司与前述

10家全资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作为本项目的社会资本方。本项目由义望至赤泥洼段（太原

西二环）、太古高速公路联络线和西凌井至凌井店段（太原北二环）组成，全长159.64公里，

工可批复投资估算为259.78亿元；项目合作期34年，其中建设期4年。 项目资本金为项目估

算总投资的20%，联合体作为社会资本方出资成立项目公司。合作期内，项目公司通过使用

者付费收回投资及合理回报。 合作期满后，项目公司将项目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或其指定

机构。

上述两个项目的投标均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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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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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本公司中标以下重大工程：

一、国内重大工程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本公司中标

金额（万元）

工期

铁路工程

1

中铁电气化局、 中铁六

局、中铁八局

集宁至通辽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投融资+EPC+运维” 项目 821,597 48个月

2

中国中铁、 中铁十局、中

铁上海局、中铁广州局及

其他方

新建郑州至济南铁路山东段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ZJTLSG-1标段项目 605,800 48个月

3 中铁建工、中铁电气化局

新建川南城际铁路内江至自贡至泸州线自贡东站站房及相关工程施工总

价承包（CNZF-1标）项目、自贡东站配套设施项目、“四电” 系统集成及

相关工程施工总价承包（CNSDJC-1标）项目

444,803

540-1080日

历天

4 中铁大桥局 新建重庆至黔江铁路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包CQQJZQ-9标段 175,070 2008天

5 中铁六局 新建天津至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铁路施工总价承包JXTL-ZQ3标段项目 147,353 1095日历天

6 中铁电气化局及其他方

新建杭州经绍兴至台州铁路“四电” 系统集成及相关工程HSTSD标段施

工总价承包项目

130,515 737日历天

7 中铁建工及其他方

新建北京至雄安城际铁路雄安站、动车所生产生活房屋、客服信息系统施

工总价承包JXZF-4标段项目

99,428 336天

8 中铁电气化局

新建北京至唐山铁路引入京哈线燕郊站和唐山枢纽站前工程施工总价承

包JTTSSG标段项目

51,468 827天

市政及其他工程

9 中铁北京局及其他方 渭南市临渭区南塬三张镇安置房小区建设项目（EPC） 420,000 36个月

10 中铁建工 济南市白云路以西区域棚改旧改安置房项目工程总承包（EPC）项目 275,921 540日历天

11

中铁上海局、 中铁大桥

院、中铁华铁、中铁投资

泰安市宁阳县满庄片区棚户区改造项目（一期）、宁阳县满庄片区开发项

目、宁阳县政务中心以南地块改造项目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EPC)项目

230,875 530日历天

12 中铁八局及其他方 赤水旅游新城商业综合体项目勘察、设计、施工、采购（EPC）总承包项目 210,722 720日历天

13 中铁建工 南宁市五象智谷园项目 150,000 720日历天

14 中铁建工 上海市静安区95号C地块PAC项目总承包工程 136,219 1330日历天

15 中铁九局 哈尔滨市玉泉危险废物综合处置中心施工项目 130,000 3年

16 中铁大桥局 佛山市顺德区金沙大道南延线工程 95,143 48个月

17

中铁广州局、中铁海南投

资

海口市临空经济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二期（路网标段）施工 94,065 730日历天

18 中铁建工 银川市兴庆区北塔四队、六队改造项目 91,000 730日历天

19 中铁建工

北京市海淀区清河安宁庄1820-618A等地块R2二类居住用地、A8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用地、S32公交场站设施用地、U17邮政设施用地项目

83,998 1095天

20 中铁建工及其他方 广东仲元中学第二校区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 72,411

2019.12.18-

2022.3.1

21 中铁建工 济南市华侨城·纯水岸项目施工（Ⅱ标段）总承包 65,694 640日历天

22 中铁六局 安阳市汤阴县长虹路北棚户区改造杨村片区安置房项目施工 52,599 660日历天

二、海外重大工程

币种：人民币

序号 中标单位 中标项目 中标金额（万元） 工期

1 中铁武汉电化局 新建铁路磨丁至万象线四电工程施工总价承包Laos-ChinaSDSGⅠ标 96,725 24个月

上述工程中标价合计约人民币4,681,406万元，约占本公司中国会计准则下2018年营

业收入的6.35%。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