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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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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0年2月10日以

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2、2020年2月12日下午13时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

3、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4、会议由董事长张玉富先生主持。 监事会成员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5、本次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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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公开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等6家医院15%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不高于4.88亿元交易价格受让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鸡西鸡矿医院有限

公司15%股权、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15%股权、七台河矿业精煤（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15%股权、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鹤岗鹤

煤振兴医院有限公司15%股权、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15%股权、鹤岗鹤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15%股权，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不高于4.88亿元交易价格范围内，全权办理公开摘牌、签订相关协议、股权变更等

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关于拟公开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等6家医院15%股权的

公告》。

表决结果：会议以9票赞同、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限

公司等6家医院15%股权的议案》。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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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公开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

限公司等

6

家医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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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交易概述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鸡矿集团” ）将其持有的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鸡矿医院” )� 15%股权、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矿集团” ）将其持有的双鸭山双矿医

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矿医院” ）15%股权、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煤

集团” ）将其持有的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煤医院” )� 15%股权、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鹤矿集团” ）将其持有的鹤岗鹤煤振兴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振兴医院” )� 15%股

权、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矿医院” )� 15%股权、鹤岗鹤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

康肿瘤医院” )� 15%股权通过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转让，根据挂牌转让交易公

告，上述六家医院15%股权系捆绑转让，不拆分转让，上述6家医院15%股权公开挂牌转让底价合计为48,

551.5125万元。

2020年2月12日，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公开摘牌获取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等6家医院15%

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以不高于4.88亿元交易价格摘牌6家医院15%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

联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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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交易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

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七煤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8年02月28日

营业期限 1998年02月28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137,237万元

法定代表人 张长山

企业地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东进路14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9001300534858

经营范围

该公司负责下属企业经营管理；煤气、煤焦油、粗苯、硫酸铵生产（安全生产许可

证有效期至2021年07月06日），以下经营项目只限具备资格的分支机构：煤炭开

采、原煤洗选加工、运输建筑安装、机械设备制造与修理、焦炭煤气发电及输变电

供暖、建材、水泥制造、冶炼、化工（不含危险品）、房地产开发、电子通讯、自来

水、劳务输出、商贸矿山器材、技术开发咨询与服务、工业会计审计、法律事务、农

林牧渔业务及养殖业、物业管理、住宿、正餐、进出口贸易，机械设备（配件）制

造、修理销售，环卫设施制造、维修、销售，技术开发咨询与服务，房屋租赁、锅炉

安装、改造（额定出口压力≤2.5Mpa的锅炉）、机电设备安装、管路安装、钢结构

制造安装。

主要股东：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七煤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七煤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双矿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1年01月10日

营业期限 2001年01月10日至2031年01月09日

注册资本 196,760.8857万元

法定代表人 宫延明

企业地址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新兴大街84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500128215983X

经营范围

煤炭开采、选煤；测绘（分公司）；造林、育苗（分公司）；餐饮、住宿（分公司） ；电

力生产（分公司）；资本运营；机电设备租赁；建筑材料生产、经销（分公司）；矿

山物资生产、经销（分公司）；物业管理（分公司）；供热（分公司）；生产：粉煤灰

空心砖、粉煤灰水泥制品、硅酸盐水泥生产（分公司）***

主要股东：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双矿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双矿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鸡矿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1年09月04日

营业期限 2001年09月04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121,471万元

法定代表人 王佳喜

企业地址 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红旗路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30073690458XA

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法律、法规未规定

审批的企业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鸡矿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鸡矿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鹤矿集团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0年06月04日

营业期限 1990年06月04日至长期

注册资本 268,009万元

法定代表人 刘鹏飞

企业地址 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红军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400129110892G

经营范围 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国有资本的运营、管理。

主要股东：黑龙江龙煤矿业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鹤矿集团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不存在关联关系以

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鹤矿集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标的概况：

（1）拟受让标的名称：鸡矿医院、七煤医院、双矿医院、振兴医院、鹤矿医院、鹤康肿瘤医院各15%股

权。

（2）类别：股权投资

（3）权属：本次交易标的股权为6家医院15%股权，截至目前，6家医院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

责任公司，未出现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或其公司章程需要终止的情形。 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

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4）该标的股权公开挂牌价格合计为人民币48551.5125万元

2．六家医院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300MA18XMPR62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学军

注册资本：39451.561853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04月21日

住所：黑龙江省鸡西市鸡冠区和平大街198号

经营范围：综合医院诊疗服务；临床检验服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疗服务；疾病预防控制服务；企业

管理与咨询服务；对医疗服务及医疗技术项目投资；一类医疗器械批发、零售；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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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鸡矿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鸡矿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鸡矿医院历史沿革：鸡矿医院是由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全资医院法人公司，设立时

注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鸡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9,890,076.50 73.48

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9,177,342.78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5,448,199.25 11.52

合计 394,515,618.53 100.00

鸡矿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67,719,261.41 911,906,275.73

负债总额 259,150,581.08 253,485,531.28

所有者权益总额 708,568,680.33 658,420,744.45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35,717,423.96 632,579,118.34

营业利润 66,948,816.43 92,934,721.32

净利润 50,147,935.88 72,247,227.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547,248.15 171,786,225.35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鸡西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

持有的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1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

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 75,562.61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为117,563.89万元，最终选择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鸡西鸡矿医院有限公司的评估

价值为117,563.89万元。

（2）企业名称：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500MA18XP7K2D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克达

注册资本：24085.487371万元

成立日期： 2016年04月26日

住所：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尖山区新兴大街200号

经营范围：《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放射诊疗许可证》 核准诊

疗科目范围内开展医疗服务；职业病医疗服务；医院管理与咨询；医疗服务及技术项目投资；一级医疗器

械经销；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营养和保健品零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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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双矿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双矿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双矿医院历史沿革：双矿医院是由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设立的全资医院法人公司，设立时注册

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双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76,980,161.20 73.48

双鸭山双矿集团有限公司 36,128,231.06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7,746,481.45 11.52

合计 240,854,873.71 100.00

双矿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675,558,284.62 618,767,590.73

负债总额 248,623,345.54 253,805,424.61

所有者权益总额 426,934,939.08 364,962,166.12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45,072,387.83 552,112,760.21

营业利润 82,225,542.67 71,287,052.26

净利润 61,972,772.96 51,580,560.6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038,931.75 46,151,695.83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双鸭山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

的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2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

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46,991.38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

果为96,342.87万元，最终选择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双鸭山双矿医院有限公司的评估

价值为96,342.87万元。

（3）名称：鹤岗鹤煤振兴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400MA18XKMA2H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姜美波

注册资本：72.000000万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15日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向阳路22号

经营范围：综合医院诊疗服务，专科医院诊疗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振兴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振兴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振兴医院历史沿革：振兴医院是由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全资医院法人公司，设立时注

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鹤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元）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12,000.00 85.00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8,000.00 15.00

合计 720,000.00 100.00

振兴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148,654.14 41,172,933.08

负债总额 75,825,697.14 70,765,298.26

所有者权益总额 -37,677,043.00 -29,592,365.18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87,135.49 13,585,141.42

营业利润 -8,084,697.79 -10,403,350.27

净利润 -8,084,677.82 -11,093,082.5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566.99 2,567,221.83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鹤岗鹤煤振兴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鹤岗鹤煤振兴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5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鹤岗

鹤煤振兴医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0.00万元。

（4）企业名称：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900MA18XN1Q8G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德华

注册资本：4628.674811万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21日

住所：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桃山区桃东街大同路168号

经营范围：综内科：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血液内科专业，肾

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免疫学专业，变态反应专业，老年病专业。 外科：普通外科专业，神经外科专业，骨

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胸外科专业，烧伤科专业，整形外科专业。 妇产科：妇科专业，产科专业，计划生育

专业，优生学专业，生殖健康与不孕症专业，妇女保健科，儿科，小儿外科，儿童保健科，眼科，耳鼻喉科，耳

科专业，鼻科专业，咽喉科专业，口腔科，牙体牙髓病专业，牙周病专业，口腔粘膜病专业，儿童口腔专业，

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口腔修复专业，口腔正畸专业，口腔种植专业，口腔麻醉专业，口腔颌面医学影像专

业，口腔病理专业，预防口腔专业，皮肤科：皮肤病专业（门诊），性传播疾病专业（门诊），医疗美容科，美

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精神科（门诊），肿瘤科，急诊医学科，康复医学科，职业病

科，临终关怀科，麻醉科，疼痛科（门诊），重症医学科，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微生物学专

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临床免疫、血清学专业，病理科，医学影像科，X线诊断专业、CT诊断专业，磁共振

成像诊断专业，超声诊断专业，心电诊断专业，脑电及脑血流图诊断专业，神经肌肉电图专业，介入放射学

专业，放射治疗专业，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输血科，感染性疾病科，营养科；体检科；手外科；高压氧治疗

科，医疗、教学、预防、科研、职业病防治，营养与保健品零售。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七煤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七煤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七煤医院历史沿革：七煤医院是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全资医院法人公司，设

立时注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21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七台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011,502.51 73.48

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943,012.22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332,233.38 11.52

合计 46,286,748.11 100.00

七煤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6,671,654.31 386,932,344.62

负债总额 260,649,869.59 282,878,863.14

所有者权益总额 126,021,784.72 104,053,481.48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7,058,282.89 358,089,895.23

营业利润 31,299,385.39 47,902,214.00

净利润 21,968,303.24 32,928,039.7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529,980.39 58,900,521.51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

转让其持有的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

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6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

法和收益法对七台河七煤医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17,216.83万元，收

益法的评估结果为50,093.20万元，最终选择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七台河七煤医院有

限公司的评估价值为50,093.20万元。

（5）企业名称：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400MA18XKMT8L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景望

注册资本：14105.525683万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15日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向阳区红军街宝山路1号

经营范围：综合医院诊疗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及零售，西药、中药、食品零售。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鹤矿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鹤矿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鹤矿医院历史沿革：鹤矿医院是由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全资医院法人公司，设立时注

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26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鹤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3,647,402.72 73.48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1,158,288.52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6,249,565.59 11.52

合计 141,055,256.83 100.00

鹤矿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6,760,357.87 455,734,295.88

负债总额 219,640,073.02 228,031,404.62

所有者权益总额 247,120,284.85 227,702,891.26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41,360,771.02 340,236,589.57

营业利润 26,781,277.01 45,970,054.17

净利润 19,417,393.59 32,889,324.1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87,145.64 44,143,365.73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3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

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26,329.30万元，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为53,159.65万元，最终选择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鹤岗鹤矿医院有限公司的评估价值

为53,159.65万元。

（6）企业名称：鹤岗鹤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400MA18XKMC99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荣河

注册资本：5553.000000万

成立日期：2016年04月15日

住所：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解放路西段110号

经营范围：专科医院诊疗服务，医疗用品及器材批发,医疗设备租赁服务。

信用情况：经公司核查，标的公司鹤康肿瘤医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鹤康肿瘤医院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鹤康肿瘤医院历史沿革： 鹤康肿瘤医院是由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设立的全资医院法人公司，

设立时注册资本为20万元，公司于2016年4月15日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取得鹤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股权结构：经过历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截止2019年8月31日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 出资比例（%）

苏州工业园区德信义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0,737,518.64 73.48

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317,866.11 15.00

北京圣泽洲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397,056.00 11.52

合计 55,452,440.75 100.00

鹤康肿瘤医院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8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99,817,408.80 101,077,045.88

负债总额 44,313,984.64 45,164,782.08

所有者权益总额 55,503,424.16 55,912,263.80

项目 2019年1-8月（经审计） 2018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004,266.16 38,709,126.00

营业利润 -408,839.64 951,620.50

净利润 -408,839.64 688,961.1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08,073.09 2,186,805.32

评估情况：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鹤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转让其持

有的鹤岗鹤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股权项目涉及的鹤岗鹤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

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 4557-04号），以2019年8月31日为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鹤岗

鹤康肿瘤医院有限公司整体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为6,517.14万元。

四、本次挂牌主要内容

1、交易定价

鸡矿医院、双矿医院、振兴医院、七煤医院、鹤矿医院、鹤康肿瘤医院各15%股权捆绑转让，挂牌底价

合计为48551.5125万元人民币。

2、定价原则及依据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中企华评报字（2019）第4557-01号、第4557-02号、

第4557-03号、第4557-04号、第4557-05号、第4557-06号评估报告，鸡矿集团、双矿集团、七煤集团及鹤

矿集团通过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公开挂牌转让鸡矿医院、双矿医院、振兴医院、七煤医

院、鹤矿医院、鹤康肿瘤医院各15%股权挂牌底格合计为48551.5125万元人民币。

3、交易方式及交易合同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及相关授权向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提交产权受让申请，若摘

牌成功，在取得黑龙江联合产权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书面资格确认意见后，与交易对方签订产权

交易合同。

交易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的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以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

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和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也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摘牌受让的标的医院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能够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将为上市公司开拓新

的利润空间，成为上市公司新的盈利增长点，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

公司的行业地位将进一步提升，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增强。

本次交易采用现金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不影响上市公司 股权结构。 不会导致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对公司不构成重大影响。

风险提示:本次收购股权需通过公开摘牌受让方式进行，能否成功摘牌受让标的公司股权尚存在不

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公开摘牌受让股权的进展情况，依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标的医院的审计报告；

3．标的医院的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通化金马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4日

股票代码：

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家电 公告编号：

2020-007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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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理财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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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2020年2月14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披露易网

站（www.hkexnews.hk）刊登了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6.1条关于境内外同步

披露的要求，特将公告内容披露如下，供参阅。

特此公告。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2月14日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産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

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HISENSE� HOME� APPLIANCES� GROUP� CO.,� LTD.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921）

須予披露交易

認購理財產品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2019�年第五次臨時會議以及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已分別於2019��年6�月21�

日以及2019�年8�月29�日審議批准了《關於本公司以自有閑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 同意本公司在

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原則，使用自有閑置資金合計不超過

人民幣90�億元委託商業銀行進行短期低風險投資理財。 現將進展情況公告如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11日、2019年8月8日、2019年8月16日、2020年1月2日、2020年1月15日

及2020年1月17日之公告， 關於2018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

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五

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六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七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八份理財協

議、2020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20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及2020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 本公

司及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空調營銷公司及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據此向華夏銀行（作為發行

人）以總認購金額人民幣2,310,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2,630,172,603元註1）認購理財產品。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0年2月14日，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訂立 (i)�

2020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以認購2020華夏銀行第四項理財產品， 認購金額為人民幣300,000,000元

（相當於約港333,600,213.50元註2）；及 (ii)�2020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以認購2020華夏銀行第五項理

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300,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333,600,213元註2）。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各自項下的認購金額。

2020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及2020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條須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當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購金額合

併計算時，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但低於25%。

因此，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遵守上市規則下

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本公司第十屆董事會2019�年第五次臨時會議以及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已分別於2019�年

6�月21�日以及2019�年8�月29�日審議批准了 《關於本公司以自有閑置資金進行委託理財的議案》，

同意本公司在控制投資風險的前提下，以提高資金使用效率、增加現金資產收益為原則，使用自有閑置

資金合計不超過人民幣90�億元委託商業銀行進行短期低風險投資理財。 現將進展情況公告如下：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11日、2019年8月8日、2019年8月16日、2020年1月2日、2020年1月

15日及2020年1月17日之公告， 關於2018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

2019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2019

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六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七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

行第八份理財協議、2020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2020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及2020華夏銀行第

三份理財協議，本公司及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空調營銷公司及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據此向

華夏銀行（作為發行人）以總認購金額人民幣2,310,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2,630,172,603元註

1）認購理財產品。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0年2月14日，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訂立

(i)� 2020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以認購2020華夏銀行第四項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300,000,

000元（相當於約港幣333,600,213元註2）;及 (ii)� 2020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以認購2020華夏銀

行第五項理財產品，認購金額為人民幣300,000,000元（相當於約港幣333,600,213元註2）。

本集團使用自有閒置資金支付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各自項下的認購金額。 本次認購的華夏銀行

理財協議的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A)

2020�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

(B)

2020�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

(1)�認購日期： 2020�年2�月14�日

(2)�產品名稱： 1728號增盈定制理財產品 1729號增盈定制理財產品

(3)�參與方：

(i)�華夏銀行作為發行人

(ii)�冰箱營銷公司作為認購方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華夏銀行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

(4)�產品類型： 封閉式非保本浮動收益型

(5)�產品風險評級： 穩健型

(6)�認購本金金額：

人民幣300,000,000元 (相當於約港幣333,

600,213元註2)

人民幣300,000,000元 (相當於約港幣333,

600,213元註2)

(7)�認購貨幣： 人民幣

(8)�投資期： 95�天 180�天

(9)�預期年化收益率： 4.10% 4.25%

(10)�產品投資範圍：

本次認購的華夏銀行理財產品投資範圍包括但不限於國債、銀行存款、債券回購、債券遠

期、金融債、央行票據，高信用級別的企業債、公司債、短期融資券、中期票據、資產支持證

券、次級債等投資品，以及通過信託/資管計劃投資於委託債權、各類受（收）益權、應收賬

款等其他投資品。

(11) �到期本金收益兌

付：

華夏銀行將於理財產品到期日當天一次性返還冰箱營銷公司理財本金及收益。

(12)�提前終止權： 冰箱營銷公司及華夏銀行雙方均有權提前終止相關華夏銀行理財產品。

認購之理由及益處

本公司認購銀行理財產品的審批程序符合本公司《委託理財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認購該等華夏

銀行理財產品的款項來自本集團的自有閑置資金。 將該等閑置資金用於委託理財有利於提升本集團自

有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 而且不會對本集團的日常運作及主要業務發展以及本公司的中小投資者的權

益有不良影響。 董事會認為認購該等華夏銀行理財產品乃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項下之涵義

2020�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及2020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本身並不構成本公司根據上市規

則第14.06�條須予披露的交易。 然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當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相關認

購金額合併計算時，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超過 5%�

但低於25%。 因此，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下的交易按合併計算基準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並須

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申報及公告規定。

有關本公司及華夏銀行的資料

本公司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冰箱、家用空調、中央空調、冷櫃、洗衣機、廚房電器等電器產品的研

發、製造和營銷業務。

華夏銀行

華夏銀行為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 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為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

之持牌銀行，於上海交易所上市（股份代號：600015)。 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從事提供企業和個人

服務、資金營運、投資銀行、資產管理、信託和融資租賃以及其他金融服務。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下文所載的涵義：

「2018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

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18年12月10日就認購2018華夏銀行第二項

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11日

之公告內披露；

「2019華夏銀行第八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19年8月16日就認購2019年華夏銀

行第八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

年8月16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19年7月11日就認購2019年華夏銀

行第五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

年7月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19年2月20日就認購2019華夏銀行

第一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

月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

協議」

指

空調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19年7月11日就認購2019年華夏銀

行第四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

年7月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19年3月7日就認購2019年華夏銀行

第二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

月11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華夏銀行第七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19年8月8日就認購2019年華夏銀行

第七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8

月8日之公告內披露；

「2019華夏銀行第六份理財

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19年8月8日就認購2019年華夏銀行第六項

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8月8日

之公告內披露；

「2019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

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19年3月14日就認購2019年華夏銀行第三

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19年7月11

日之公告內披露；

「2020華夏銀行第五份理

財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20年2月14日就認購2020年華夏銀

行第五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0華夏銀行第五項理財

產品」

指

根據2020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

條款概述在本公告內；

「2020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20年1月2日就認購2020年華夏銀行

第一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

月2日之公告內披露；

「2020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20年2月14日就認購2020年華夏銀

行第四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2020華夏銀行第四項理財

產品」

指

根據2020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認購的理財產品， 產品之主要

條款概述在本公告內；

「2020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

協議」

指

冰箱營銷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20年1月15日就認購2020年華夏銀

行第二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 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

年1月15日之公告內披露；

「2020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

協議」

指

本公司與華夏銀行於2020年1月17日就認購2020年華夏銀行第三

項理財產品訂立的理財協議，詳情已於本公司日期為2020年1月17

日之公告內披露；

「空調營銷公司」 指 本公司附屬公司青島海信空調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其

股份於聯交所主板及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華夏銀行」 指

為華夏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分行， 一家根據中國法律註冊成立的

銀行；

「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 指

2018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

2019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

2019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

2019華夏銀行第六份理財協議、2019華夏銀行第七份理財協議、

2019華夏銀行第八份理財協議、2020華夏銀行第一份理財協議、

2020華夏銀行第二份理財協議、2020華夏銀行第三份理財協議、

2020華夏銀行第四份理財協議及2020華夏銀行第五份理財協議的

統稱；

「該等華夏銀行理財產品」 指 根據該等華夏銀行理財協議所認購的理財產品；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冰箱營銷公司」 指

廣東海信冰箱營銷股份有限公司， 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

司，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東」 指 本公司股東；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

「%」 指 百分比。

註：

1.�此金額為按本公司2019年7月11日、2019年8月8日、2019年8月16日、2020年1月2日、2020年1月

15日及2020年1月17日公告內被使用的匯率由人民幣兌換成的港元金額之總和。 該兌換僅作說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甚至可予

兌換。

2.�此金額已按人民幣計值的金額已按0.8992人民幣元兌1港元的匯率兌換為港元，僅供說明用途。

概不表示任何港元或人民幣金額可能已於或可於相關日期按上述匯率或任何其他匯率兌換， 甚至可予

兌換。

承董事會命

海信家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湯業國

中國廣東省佛山市，2020年2月14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湯業國先生、賈少謙先生、林瀾先生、代慧忠先生、費立成先生

及王雲利先生；而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馬金泉先生、鐘耕深先生及張世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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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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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股票于2020年2月12日、

2020年2月13日和2020年2月14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利忠、张文娟和张震豪，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20年2月12日、2020年2月13日和2020年2月14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正常，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

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利忠、张文娟和张震豪，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张利忠、张文娟和张震豪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重大

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

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发现其他可能

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经公司核实，未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本次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及《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浙江芯能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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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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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之前，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副总裁李

结平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80,75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568,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17%；副总裁汪华艳女士持有公

司股票650,0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41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750%；董事会秘书尹玮先生持有公司股票377,

0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150,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435%。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公司于2019年7月27日披露了《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计划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47），2019年11月16日披露了《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66）。 截至2020年2月14日，尹玮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共

计减持公司股份4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54%，李结平先生和汪华艳女士未减持股份。 本次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

满。

一、集中竞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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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结平 5%以下股东 880,750 0.1017% 其他方式取得：880,750股

汪华艳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50,000 0.0750% 其他方式取得：650,000股

尹玮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77,000 0.0435% 其他方式取得：377,000股

注：李结平先生已于2020年1月22日辞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详情见《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辞职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04）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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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结平 0 0%

2019/8/19 ～

2020/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未完成：220,

100股

880,750 0.1017%

汪华艳 0 0%

2019/8/19 ～

2020/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0－0 0

未完成：162,

435股

650,000 0.0750%

尹玮 46,800 0.0054%

2019/8/19 ～

2020/2/14

集 中

竞 价

交易

6.01 －

6.07

282,204

未完成：47,

412股

330,200 0.0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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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玮先生减持公司股份46,800股，李结平先生和汪华艳女士未减持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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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是 √否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2/15

证券代码：

603700

证券简称：宁波水表 公告编号：

2020-014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及变更会议地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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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时间：2020年3月6日

●变更后的现场会议地点：宁波市江北区荪湖路666号富邦荪湖山庄 灵峰厅

一、 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2月20日

3.�原股东大会召开地点：宁波市江北区荪湖路666号富邦荪湖山庄颐景厅

4.�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700 宁波水表 2020/2/13

二、 股东大会延期及会议地点变更的原因

为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精神，公司为更好配合加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有效减少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保证本次股东

大会顺利召开及维护公众安全，公司经审慎考虑，决定将原定于2020年2月20日召开的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延期

至2020年3月6日召开，并将会议场地由宁波市江北区荪湖路666号富邦荪湖山庄 颐景厅变更为灵峰厅。 延期召开的股东

大会审议事项、股权登记日未发生变化，本次股东大会延期召开及会议地点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 延期及会议地点变更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3月6日14点 00分

2.�会议地点：会场地点由宁波市江北区荪湖路666号富邦荪湖山庄颐景厅变更为灵峰厅。

3.�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20年3月6日

至2020年3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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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其他相关事项参照公司2020年1月18日刊登的公告 （ 公告编号:

2020-013）。

四、其他事项

1.因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会议的登记信息变更为：2020�年3月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

15:00

登记方式：通过电话、电子邮件进行登记

联系人：徐倩迪

联系电话：0574-88195854

电子邮箱：zqb@chinawatermeter.com

2.�本次现场会议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延期召开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感歉意，同时建议投资者尽量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行使表决

权；参加现场会议的投资者务必做好个人防护，佩戴口罩进入会场，重点地区来甬人员符合两周隔离要求后进行参会或通

过网络方式参与。

特此公告。

宁波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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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地块交储补偿款（首期完成）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12月10日，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地块交储的议案》。

（1）同意将公司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地块交由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以下简称“广州土发中心” ）

收储；

（2）同意按评估报告为依据确定的补偿金额将公司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地块交由广州市土地开发

中心收储；

（3）同意公司与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广州国际金融城东区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公司地块）》（以下简称“《收储协议》” ），依法交储总面积为119,761.21平方米

的土地，协议约定拟收储金额为人民币21.56亿元；

（4）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组织实施与本次土地交储相关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相关协议文本的签署、 办理相关资产转移等。 本授权有效期至本次土地交储的相关事项全部办理完毕

止。

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1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2019年12月27日，公司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广州总部天河区车陂

地块交储的议案》。 同日，公司与广州土发中心签署《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协议（广州国际金融城

东区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公司地块）》。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28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2019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广州土发中心支付的土地补偿款1.18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

31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2020年1月16日，公司收到广州土发中心支付的土地补偿款2.13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月17

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www.cninfo.com.cn）的公告。

2020年2月14日，公司收到广州土发中心支付的土地补偿款 100,296,045.6元。 截止公告披露日，

公司已收齐广州土发中心支付的首期土地补偿款 431,296,045.60�元。

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对收到的补偿款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及

相关财务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剩余款项的拨付进展情况， 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