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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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王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凯 总会计师梁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卢文忠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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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419,364,888.53 43,957,014,606.61 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4,794,261,514.31 14,513,388,669.42 1.9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051,332,489.08 1,434,771,157.86 -26.7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694,115,802.93 2,318,008,933.82 -26.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80,872,844.89 591,782,952.42 -52.5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3,685,154.44 611,377,706.77 -50.33

加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 率

（%）

1.89 4.12 减少2.2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 0.08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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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588,337.6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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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3,076.61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

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

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 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

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

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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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

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

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081,06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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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04,835.49

所得税影响额 3,982,502.66

合计 -22,812,30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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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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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4,063,487,233 51.55 0 无 国有法人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58,400,835 22.31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05,482,899 6.41 0 无 其他

国新博远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339,547,000 4.31 0 无 其他

北京诚通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91,031,000 3.69 0 无 其他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45,889,671 3.12 0 无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819,560 0.44 0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608,722 0.43 0 未知 其他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士丹

利中国A股基金

25,694,048 0.33 0 未知 其他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7,193,928 0.22 0 无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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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 4,063,487,233 人民币普通股 4,063,487,233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58,400,835 人民币普通股 1,758,400,835

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505,482,899 人民币普通股 505,482,899

国新博远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339,547,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9,547,000

北京诚通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291,031,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1,031,000

贵州乌江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245,889,671 人民币普通股 245,889,671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819,560 人民币普通股 34,819,5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608,722 人民币普通股 33,608,722

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摩根士丹利中国A股基金 25,694,048 人民币普通股 25,694,048

广西大化金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17,193,928 人民币普通股 17,193,928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无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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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货币资金：较期初增加46.76%，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接近分红日期，需要预留部分货币资金。

2.合同负债：较期初增加100%，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受执行新收入准则影响，二是受合山公司粉煤灰、煤渣销售合同执

行情况影响。

3.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26.92%，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发电量较上年同期下降。

4.税金及附加：同比下降49.21%，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发电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与收入有关的税金减少；二是因为增值

税税率调整。

5.净利润：同比下降53.66%,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发电量降低，收入减少,利润下滑。

6.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同比下降29.22%，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发电收入减少。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同比增加113.57%，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单位往来款项变化。

7.支付的各项税费：同比下降45.31%，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是发电量较上年同期下降，与收入有关的税金减少；二是因为

增值税税率调整。

8.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77.80%，主要受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影响。

9.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同比增加146308240元，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子公司有引入新股东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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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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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 森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2020-016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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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36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20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20年4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2020-017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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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18次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20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4名，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4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正文）详见2020年4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二、以4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对2020年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本公司监事会保证公司2020年一季度报告所载资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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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股票代码：

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

2020-018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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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副总经理孙广春先生、副总经理林跃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 自本公告之日起孙广春先生、林跃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公司董事会对孙广春先生、林跃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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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焦明、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易万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潘基敢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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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28,114,756.38 7,835,111,934.55 2.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55,112,346.84 6,393,530,329.88 0.96

总股本 3,475,107,147.00 3,475,107,147.00 0.00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6,106,475.37 57,070,608.28 -285.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984,338,490.83 875,858,714.71 12.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55,555,773.53 173,729,868.41 -10.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129,406,820.90 125,030,714.74 3.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2 2.86 减少0.4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45 0.050 -1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45 0.0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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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7,829,450.45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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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78,567.55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

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18,000,000.00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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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351,1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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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得税影响额 -2,107,945.51

合计 26,148,95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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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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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3,899,009 26.01 0 质押 356,548,993 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4,601,732 4.74 0 未知 未知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70,069,162 2.02 0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873,400 1.46 0 未知 未知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49,898,443 1.44 0 未知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645,386 0.80 0 未知 未知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

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

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

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0.73 0 未知 未知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1,037,866 0.61 0 未知 未知

钟振鑫 17,786,000 0.51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14,942,265 0.43 0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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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3,899,009 人民币普通股 903,899,009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164,601,732 人民币普通股 164,601,732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70,069,162 人民币普通股 70,069,162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50,873,400 人民币普通股 50,873,400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49,898,443 人民币普通股 49,898,44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7,645,386 人民币普通股 27,645,386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易方达基金－农业银行－易方达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嘉实基金－农业银行－嘉实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广发基金－农业银行－广发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中欧基金－农业银行－中欧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华夏基金－农业银行－华夏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银华基金－农业银行－银华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南方基金－农业银行－南方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工银瑞信基金－农业银行－工银瑞信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25,335,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335,000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1,037,866 人民币普通股 21,037,866

钟振鑫 17,786,000 人民币普通股 17,786,000

梧桐树投资平台有限责任公司 14,942,265 人民币普通股 14,942,26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本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

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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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表科目 期末数 期初数或上期数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34,540,012.08 99,923,130.03 -65,383,117.95 -65.43%

主要是汇票贴现、汇票到期兑现、

及部分用于支付劳务共同影响。

预付款项 26,121,251.66 17,758,145.36 8,363,106.30 47.09%

主要是预付往来客商采购款项增

加影响。

其他应收款 135,474,966.24 5,839,731.71 129,635,234.53 2219.88%

主要是往来客商应收款项增加影

响。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877,040,593.70 669,858,039.59 207,182,554.11 30.93%

主要是有新增按其他权益工具投

资核算的金融资产影响。

其他非流动资产 37,560,217.03 26,281,228.17 11,278,988.86 42.92%

主要是购买防控防疫的生产线设

备按合同协议支付的预付款等影

响。

短期借款 420,000,000.00 111,000,000.00 309,000,000.00 278.38%

主要是本期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新

增银行贷款影响所致。

预收款项 31,445,256.23 80,920,172.42 -49,474,916.19 -61.14%

主要是上年年末的预收货款在本

期发货结算减少影响。

应付职工薪酬 18,770,774.86 66,281,934.16 -47,511,159.30 -71.68%

主要是上年末计提年度绩效工

资，而在本期实际发放影响所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33,663,275.92 58,389,653.95 -24,726,378.03 -42.35%

主要是受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确认的递延所

得税负债影响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68,313,845.47 162,287,602.04 -93,973,756.57 -57.91%

主要是受按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确认的其他综

合收益影响所致。

营业成本 459,138,293.75 89,539,520.05 369,598,773.70 412.78%

主要是产品销量增加， 生产成本

增加。

税金及附加 9,684,998.24 16,668,963.63 -6,983,965.39 -41.90%

主要是本期计征产品销项税同比

减少， 而随产品销项税计征的税

金及附加同步减少影响所致。

销售费用 343,225,395.98 592,938,777.41 -249,713,381.43 -42.11%

主要是本期公司营收同比减少销

售费用同步减少。

研发费用 7,786,027.62 18,383,398.75 -10,597,371.13 -57.65%

主要是公司研发项目受疫情影响

原因影响。

其他收益 17,601,814.09 3,300,728.69 14,301,085.40 433.27%

本期收到财政发展扶持奖补资金

影响所致。

财务费用 -10,674,775.67 -19,822,814.69 9,148,039.02 46.15%

主要是本期新增贷款， 利息费用

增多影响所致。

投资收益 18,000,000.00 62,420,000.00 -44,420,000.00 -71.16%

主要是本期收到投资收益相比上

年同期减少影响所致。

营业外收入 7,824,565.68 9,030.37 7,815,535.31 86547.23%

主要是本期收到相关退税款影响

所致。

营业外支出 7,350,481.61 125,617.57 7,224,864.04 5751.48%

主要是本期在疫情期间对外捐赠

疫情物资及现金等影响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06,106,475.37 57,070,608.28 -163,177,083.65 -285.92%

主要是本期支付上年确认的应付

账款影响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35,536,509.15 22,779,537.44 -458,316,046.59 -2011.96%

主要是本期新增其他权益性投资

影响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309,000,000.00 0.00 309,000,000.00 #DIV/0!

主要是本期新增外部贷款影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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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收购莱美药业的事项

2019年11月25日，中恒集团与莱美药业及其控股股东邱宇先生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2020年1月2日、1月20日公司分别召开了中恒集团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中恒

集团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接受邱宇先生表决

权委托的议案》。 同意公司接受莱美药业控股股东邱宇先生直接持有的莱美药业股份合计

184,497,185股所对应的表决权（占莱美药业表决权比例为22.71%）独家且不可撤销地委

托中恒集团行使， 并于2020年1月20日与莱美药业控股股东邱宇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

2020年3月6日、3月24日，公司分别召开了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九届

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和中恒集团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中恒集

团关于参与认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参与认购

莱美药业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与莱美药业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公司认购金额不

超过95,000万元。

截至目前，公司已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批复

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主管部门就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

定书。 双方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正式生效。

中恒集团持有莱美药业股份36,314,953股，占莱美药业总股本的4.47%，本次《表决权

委托协议》生效后，中恒集团在莱美药业中拥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合计为220,812,138股，

占莱美药业总股本的27.19%，中恒集团成为莱美药业单一拥有表决权份额最大的股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5日、2020年1月3日、2020年1月22日、2020年3月9

日、2020年4月2日、2020年4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中恒集团关于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拟接受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邱宇先生表

决权委托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与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邱宇先生签署

〈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参与认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A股股票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收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广西

国资委批复的公告》《中恒集团关于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中恒集团经营者集中反

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收购重庆莱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进展的公告》。

(2)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事项

公司于2018年7月25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

团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对股份回

购的有关修改，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股份回购的规定。 鉴于有关法律政策变化

及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于2019年3月2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4月10日召

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分别审议通过了 《中恒集团关于回购公司股份预案

（调整后）的议案》。 公司于5月25日披露了《中恒集团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并于6月13日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

截至2020年4月9日，公司回购实施期限届满，公司完成回购，已实际回购公司股份49,

898,443股，占目前公司股本总数（3,475,107,147股）的1.44%，回购最高价格3.26元/股，

回购最低价格2.72元/股，回购均价3.01元/股，使用资金总额150,178,960.02元（不含交易

费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中恒集团关于股份回

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3)关于参与国海证券配股事项

2019年1月2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参与国

海证券配股事项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不超过1.8亿元人民币参与国海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 ，股票代码：000750）配股。

2019年12月31日，国海证券披露了《国海证券配股发行公告》《国海证券配股说明书》

等相关公告，国海证券按照每10股配售3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配售，配股价格3.25元/股。 公

司持有国海证券股份120,756,361股，可认购股份数量为 36,226,908� 股。 公司已于配股

缴款期限内认购36,226,908股，共支付配股金额为11,773.7451万元。

2020年1月14日，国海证券披露了《国海证券配股发行结果公告》，公司已成功认购国

海证券配股股份36,226,908股。 本次认购完成后， 公司共计持有国海证券股份156,983,

269股，占国海证券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5,444,525,514股的2.8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1月24日、2020年1月15日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认购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配股股份结果的公告》。

(4)涉及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孙公司的事项

中恒集团将通过北部湾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孙公司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

100%股权和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本次公开挂牌转让股权回收的价款除

了转让股权的价款外还包括了肇庆中恒制药、肇庆中恒双钱的债务偿还款。 其中肇庆中恒

制药挂牌底价不低于评估价88,986.76万元，肇庆中恒双钱挂牌底价不低于评估价3,311.94

万元。 公司转让控股孙公司股权，有利于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促进资源合理配置。 本次交

易完成后，中恒集团将不再持有肇庆中恒制药股权、肇庆中恒双钱，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该事项正在进行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7日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

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孙公司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控股孙公司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

告》。

(5)�涉及诉讼、起诉案件的事项

①公司因2012年度转让全资子公司钦州北部湾房地产公司股权的事项， 被原告关仕

杰、苏凯林、甘伟忠于2015年12月8日向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梧州中院” ）提起诉讼。

公司收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2019）桂民终320号民事判决书。二审判决金

额为18743063.12元（赔偿上诉人柳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损失18059217.12元，一审

案件受理费341923元， 二审案件受理费341923元）。 根据生效判决， 将可能对公司造成

18743063.12元损失。 鉴于公司拟就该案件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终

结果仍具有不确定性。

详见公司于2016年1月23日、1月26日、4月27日、2019年1月3日及2020年3月18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

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

的补充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广西

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钦州北部湾房地产公司诉讼案件重审判决结果的公

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②公司因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将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姚德坤作为被告，向梧州中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梧州中院于2018

年6月5日开庭。判决结果如下：A、被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姚德坤应共同向原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欠款本金

35,722,532.18元及利息；B、被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姚德坤应共同向原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440,

000元；3.驳回原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对方未履

行判决义务，我公司即向梧州中院提出强制执行申请，梧州中院于2018年10月16日受理我

公司的的执行申请，并着手对被执行人资产启动评估拍卖程序。 2019年1月17日，被执行人

向梧州中院申请中止本案执行。 梧州中院经审查，于2019年3月1日，作出执行裁定书，裁定

本案中止执行。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本案仍处于中止执行状态。

详见公司于2018年3月20日、9月26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索黑

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姚德坤等欠款起

诉案件的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起诉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

司、大兴安岭林格贝寒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姚德坤等欠款案件判决生效的公告》。

③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齐齐哈尔中恒集团有限公

司（该公司为原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上市公司中恒集团无关）、中

恒集团作为被告向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根据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黑02民初17号，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

判决如下：A、被告齐齐哈尔中恒集团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给付原告黑龙江鼎恒

升药业有限公司赔偿款19,607,837.55元， 并返还原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工程款

4,883,313.35元；B、被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被告齐齐哈尔中恒集团有限公

司的上述义务承担连带责任；C、驳回原告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我

公司已于2020年1月15日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截止本报告披露日，二审法院尚未正式受理

该上诉案件。

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24日、2020年1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涉及诉讼的公告》《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④五矿二十三冶建设集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将

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向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追

加中恒集团作为该案被告。 截止目前，该案还在法院处理当中，未有最终结果。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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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焦明

日期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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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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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恒集团” ）第九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4月28日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中恒集团（南宁基地）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焦明先生主持。独立董事李中军

先生、王洪亮先生均通过通讯方式进行表决。 应参加会议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

董事7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中恒集团《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

文）》；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报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二、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李冲先生因工作职务调整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其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后仍

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为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做好相关工作， 董事会聘任赵丹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赵丹先生简历：

赵丹，男，1984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10年参加工作。曾任南宁市中级人民法

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务管理经理，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控与法律合规部部长。 现任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部长。 赵丹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明》，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其承诺尽快参加上海证券

交易所最近一期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按揭贷款

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按照银行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商业惯例， 公司或子公司为购买公司房地产项目住宅、商

铺和车位的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 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

元，担保期限为中恒集团、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户和银行共同签订的担保合同保证条款生

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住宅、 商铺及车位完成抵押登记且他项权证交予贷款银行之日

止。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或子公司在担保额度范围内办理具体担保事宜。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四、会议审议通过《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五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下午2点30分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中

恒集团（南宁基地）会议室召开中恒集团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广西梧

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

议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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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按揭贷款客户

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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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保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购买中恒集团房地产项目住宅、商铺和车位的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

户。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8,000

万元的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与银行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未向贷款客户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通过方可生

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按照银行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商业惯例， 公司或子公司为购买本公司房地产项目住宅、

商铺和车位的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 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

万元，公司在开展房地产销售业务时为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系房地产业务领域的

商业惯例，形式上系为购房者贷款提供担保，但本质上是为了公司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与

一般的对外担保行为不同，不违反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4月28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

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议案》。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购买中恒集团房地产项目住宅、商铺和车位的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户。 被担保人与上

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期限：中恒集团、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户和银行共同签订的担保合同保证条

款生效之日起至借款合同项下住宅、商铺及车位完成抵押登记且他项权证交予贷款银行之

日止。

（三）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额度内，具体担保金额以实际与银行签订

的担保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或子公司为购买本公司房地产项目住宅、商铺和车位的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户提

供阶段性担保，预计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符合银行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商业惯

例，对本公司正常经营不构成重大影响，其担保性质不同于一般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已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特别决议审议批准后方可

实施，不违反相关规定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独立董事关于担保事项的独立意见

购房客户提供按揭贷款阶段性担保是商业银行向公司购房客户发放贷款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公司或子公司为购买本公司房地产项目住宅、商铺和车位的合格银行按揭贷款客

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符合相关政策和房地产行业商业惯例，有利于加快资金回收速度。 该事

项经董事会审议后，还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批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我们同意《中恒集团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68,000万元（担保总额指已批准

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57.56%。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21,500万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3.36%，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截至目前，公司无逾

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仅为《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按揭贷

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公告》盖章页）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公告编号：

2020-52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

2020

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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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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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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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5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中恒集团（南宁基地）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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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5日

至2020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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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

（一）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20年4月30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

（三）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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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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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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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252 中恒集团 202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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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受托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二）法人股东应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

签字、盖章）、出席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三）登记时间： 2020年5月15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2:30）

（四）登记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中恒集团（南宁基地）会议室。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以2020年5月15日前公司收到为准）进行登记。

上述登记办法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参会权利。

六、 其他事项

（一）联系地址：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100号中恒集团（南宁基地）会议室

（二）邮政编码：530000

（三）联系电话：0771-2236890

（四）传真电话：0774-3939053

（五）联系人：赵丹

（六）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5月1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公司房地产项目按揭贷款客户提供阶段性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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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0252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

2020-53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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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以下简称“双钱实

业”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500万元。 除

本次担保外公司未向双钱实业提供其他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恒集团” ）分别于2020年3

月24日、4月28日召开了中恒集团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中恒集团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中恒集团关于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的议

案》， 同意公司及纳入合并范围子公司2020年度在各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总额人民币不

超过35亿元（含35亿元），最终以各金融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综合授

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34）。

二、担保情况进展

2020年4月28日，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梧州分行签订了《保证合同》，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双钱实业在交通银行梧州分行发生的人民币贷款提供最高额3,500万元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期限：自2020年4月28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50400199133395N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蒋神州

注册资本 650.00万

成立日期 1993年03月04日

住所 广西梧州工业园区工业大道１号

经营范围

食品生产、加工、销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以下项目仅

限分支机构经营：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不含

使用压力容器制作饮品)；陶瓷制品销售；艺术品经营（象牙及制品除外）；茶叶种植、销售。

（二）双钱实业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19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85.36 23,513.25

负债总额 9,216.20 10,378.94

流动负债总额 9,216.20 10,378.94

银行贷款总额 0.00 0.00

净资产 12,569.16 13,134.31

营业收入 36,132.54 12,123.88

净利润 335.87 901.02

双钱实业为中恒集团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公司为双钱实业提供3,500万元人民币贷款担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2020年4月28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担保范围：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

债权的费用。 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

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分别于2020年3月24日、4月28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综合授信额度下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用信的议

案》。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属于前述授权额度范围，风险可控，公平对等，

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68,000万元（担保总额指已批准

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

资产的57.56%。 公司对子公司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为21,500万元 （含本次担保）， 占公司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3.36%，全部为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截

至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公司代码：

600236

公司简称：桂冠电力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252

公司简称：中恒集团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