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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004

股票简称：白云机场 公告编号：

2020－035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关易波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董事关易波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辞去董事职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公告编号：

2020-024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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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杜军先生由于个人原因于2020年6月

24日向本公司董事会辞去董事职务。 杜军先生辞职后，不在本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杜军先生在担任本公司董事期间，勤勉尽责，本公司董事会对杜军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杜军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杜军先生辞职

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尽快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杜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5日

股票代码：

600387

股票简称：海越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31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警示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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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4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浙江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 《关于对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

关人员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2020】51号（以下简称“决定书” ），现将有关内容

公告如下：

一、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邱国良、周勇：

我局发现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越能源” 或者“公司” ）存在以下

问题：

2020年4月30日，海越能源披露2019年年报称，报告期内公司存在以定期存单形式为

控股股东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海航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总计173,080万元。 上述担保均未履行审批程序，且未以临时公告

的形式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行为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三十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邱国良、财务总监周勇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条的规定，

对上述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

条的有关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们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督管理措施，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

信档案。 公司应充分吸取教训，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学习，提高规范运作意识，认真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保证信

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公司应当在2020年7月10日前向我局提交书面整改

报告，杜绝今后再次发生此类违规行为。

如果对本监督管理措施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复议与诉讼期间，上述监督管理措施不停止执行。 ”

二、其他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监管措施决定的内容告知相关人员，公司及相关人

员高度重视，深刻反思相关问题，公司将严格按照浙江证监局的要求，及时提交书面整改报

告。

公司相关人员将以此为戒，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严格按照法律、法

规的要求，认真履行勤勉义务，规范公司运作，及时、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704

股票简称：物产中大 编号：

2020-026

物产中大关于

2020

年度第四期超短期

融资券发行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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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8年8月25日召开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2018年9月13日召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注册发行2019-2021年度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内容详见2018年8月28日和2018年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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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se.

com.cn）上刊登的临时公告。

2018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8﹞DFI57号），交易商协会

接受公司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债务融资工具注册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年内有效，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

行超短期融资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永续票据。

2020年6月22日，公司发行了2020年度第四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如下：

名称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四期超短期

融资券

简称 20物产中大SCP004

代码 012002299 期限 182天

起息日 2020年6月23日 兑付日 2020年12月22日

计划发行总额 10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10亿元

发行利率 1.80% 发行价格 100.00元/百元面值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570

证券简称： 恒生电子 编号：

2020-039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关于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恒生电子” 或“公司” ）同意控股子公司杭州骆峰

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骆峰网络” ） 申请破产清算事项， 详见公司发布的

2020-024号公告。 该事项已经由公司七届七次董事会以及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目前该事项进展如下：

一、事项进展

1.� 2020年6月23日，骆峰网络收到了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送

达的《民事裁定书》（（2020）浙01破申58号）。 《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为，法院认为骆峰网

络破产主体适格、破产原因具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相关规定，裁定受理骆峰

网络的破产清算申请。

2.� 2020年6月24日，骆峰网络向法院指定管理人浙江凯麦律师事务所办理了相关移交手

续，已被管理人接管。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因骆峰网络已被管理人接管，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骆峰网络在移交给法院指定

管理人次日起不再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由于法院最终裁定结果和清算情况尚存在不确定

性，出于稳健性原则，公司对于本次事项不作处置收益会计处理，对目前公司业绩不产生影

响。 公司将依据法院最终裁定结果和清算情况，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最终

影响金额需待破产清算完成后确定。

2.�风险提示：骆峰网络申请破产清算已经由法院裁定受理，但破产清算进程及结果尚存

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生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226

证券简称：瀚叶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7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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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和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司股票于2020年4月30日起停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若公司在2020年6月30日前仍无法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

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11日、2020年6月23日发布了《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第一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5）及《关于公司股

票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公司董事会正持续督促抓紧完成定期报告的编制工作，在2020年6月30日前尽早披露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现就相关风险事项提示如下：

1、若公司在停牌两个月届满前仍无法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2020年6月30日公司股票应当复牌，并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

2、公司在发生上述事项1后的两个月内，如仍未能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将

停牌并可能被暂停上市。

3、公司在发生上述事项2后的两个月内，如仍未能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股票可

能被终止上市。

4、若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两个月内披露了前述定期报告，可以在公司披露相关报告后

五个交易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恢复股票交易的申请。若未能在其后的五

个交易日内提出恢复上市申请，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可能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公司对于定期报告无法及时披露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瀚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20-11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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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届次：2019年度股东大会

2、召集人：第七届董事会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栋9楼会议室

5、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4日（星期三）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20年6月24日上午9:15）至投票结束时间（2020年6

月24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6、主持人：陈锦石董事长

7、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8、会议出席具体情况：

分类 人数 代表股份数 占该类别有表决权总股份数比例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10 2,052,658,234 54.50%

网络投票情况 25 216,171,202 5.74%

总体出席情况 35 2,268,829,436 60.2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会议决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2019年度财务报告》、《2019年度利润分配与分红派息方案》、《关于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2019年

度报告》、《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关于2020年度委托理财事项授权额度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关于为沈阳地铁昱瑞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通过累计投票方式选举黄峰、曹益堂、石军、华

志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陈锦石、陈昱含、辛琦、柏利忠、姚可、唐晓东、胡红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通过累计投票方式选举钱军、张剑兵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之前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赵

桂香一起组成第八届监事会。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总体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68,207,936 99.973% 160,000 0.007%

461,

500

0.020%

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268,207,936 99.973% 160,000 0.007%

461,

500

0.020%

3.00 2019年度财务报告 2,268,207,936 99.973% 160,000 0.007%

461,

500

0.020%

4.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与分红派息预案 2,268,829,436 100% 0 0% 0 0%

5.00 关于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2,268,829,436 100% 0 0% 0 0%

6.00 2019年度报告 2,268,207,936 99.973% 160,000 0.007%

461,

500

0.020%

7.00 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268,293,836 99.976% 74,100 0.003%

461,

500

0.020%

8.00 关于2020年度委托理财事项授权额度的议案 2,239,275,846 98.697% 29,553,590 1.303% 0 0%

9.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268,829,436 100% 0 0% 0 0%

13.00 关于为沈阳地铁昱瑞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3.01 增加沈阳地铁昱瑞等10家公司担保额度事项 2,263,113,948 99.748% 5,715,488 0.252% 0 0%

13.02 为福州唐美提供担保事项 2,226,081,164 98.116% 42,748,272 1.884% 0 0%

（2）董事选举情况

姓名 同意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黄峰 2,267,905,640 99.96%

曹益堂 2,267,711,506 99.95%

石军 2,268,163,641 99.97%

华志伟 2,268,163,641 99.97%

陈锦石 2,257,228,217 99.49%

陈昱含 2,263,789,813 99.78%

辛琦 2,263,789,813 99.78%

柏利忠 2,263,620,913 99.77%

姚可 2,263,789,813 99.78%

唐晓东 2,263,789,813 99.78%

胡红卫 2,263,789,813 99.78%

（3）股东代表监事选举情况

姓名 同意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钱军 2,268,283,148 99.98%

张剑兵 2,264,424,974 99.81%

2、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4.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与分红派息预案 219,070,479 100% 0 0% 0 0%

5.00 关于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219,070,479 100% 0 0% 0 0%

7.00 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18,534,879 99.756% 74,100 0.034%

461,

500

0.211%

8.00 关于2020年度委托理财事项授权额度的议案 189,516,889 86.510% 29,553,590 13.490% 0 0%

9.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19,070,479 100% 0 0% 0 0%

13.00 关于为沈阳地铁昱瑞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3.01 增加沈阳地铁昱瑞等10家公司担保额度事项 213,354,991 97.391% 5,715,488 2.609% 0 0%

13.02 为福州唐美提供担保事项 176,322,207 80.487% 42,748,272 19.513% 0 0%

（2）董事选举情况

姓名 同意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黄峰 218,146,683 99.58%

曹益堂 217,952,549 99.49%

石军 218,404,684 99.70%

华志伟 218,404,684 99.70%

陈锦石 207,469,260 94.70%

陈昱含 214,030,856 97.70%

辛琦 214,030,856 97.70%

柏利忠 213,861,956 97.62%

姚可 214,030,856 97.70%

唐晓东 214,030,856 97.70%

胡红卫 214,030,856 97.70%

（3）股东代表监事选举情况

姓名 同意票数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钱军 218,524,191 99.75%

张剑兵 214,666,017 97.99%

对本次股东大会结束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金德钧先生、倪俊骥先生、陆忠亮先生、柳方先生、刘畋先生在任职期间对公

司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杜若宜、梁程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

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19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

1、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1)独立董事

黄峰，男，1970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北注协专家型管理人才。曾任职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1998年至2007年任职于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历任高级审计人员、项目经理、部门经理。 2008年至2019年任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工作合伙人，2019年起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工作合伙人。 2016年4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目前还任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曹益堂，男，1976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美特斯邦威集团战略发展部部长，德邦证券有限公司直接投资部负责人，九牧

王服饰有限公司战略管理中心总监，浙江利豪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维格娜丝独立董事，上海金石源和荟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时尚团队负责人（复星长歌时尚基金总经理），上海投中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8年起任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2017年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

事，目前还任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迪柯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石军，男，1972年出生，硕士学历，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 1996年至2004年任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经

理。 2004年至2012年任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部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心负责人。 2012年至2019年任中国投融资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总裁。 2014年至2019年任中投保信裕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至2019年任中裕睿

信（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2013年至2020年任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华志伟，男，1975年出生，硕士学历。 1998年至2006年历任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经理、战略小组成员、

广东江门营业部总经理。 2006年至2008年任招商银行总行企业年金管理中心市场负责人。 2008年至2013年任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养老金及机构业务部执行总监。 2013年筹建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并任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至今。

(2)非独立董事

陈锦石，男，1962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香港城市大学DBA，东南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第十二届、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 曾任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南房地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9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7年5月起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目前还任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七届中房协产业协作会副会长。

陈昱含，女，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8月起任公司董事，2018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5月起任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委员。 目前还任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辛琦，男，1976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 曾任中海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2018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2019年4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目前还任中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柏利忠，男，1965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 曾任江苏省海门市委办公室科长、副科级秘书，海门市公安局副局长、政

委，海安县公安局局长兼政委，江苏省公安厅经侦总队副总队长、政委、副厅长，江苏省安监局副局长，智富企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莱仕阁（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9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 目前还任中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局主席特别助理。

姚可，男，1974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 1998年加入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9年加入公司，2012年起任公司商业

地产平台总经理，2016年起任公司房地产业务平台中南置地常务副总裁。

唐晓东，男，1976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 2004年加入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09年加入公司，2017年起任公司房

地产业务平台中南置地投资副总裁。

胡红卫，男，1967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 1996年加入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身南通市中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9年加入公司，2014年起任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2019年9月起任公司建筑业务总裁。

2、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钱军，男，1977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高级经济师。 曾任南通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高级副总裁。 2015年至2018年任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至2018年4月任公司董事，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监

事、监事会主席，目前还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张剑兵，男，1961年出生，本科学历。曾任江苏省海门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公安局副局长、南通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

队长。 2017年5月至今任公司监事，目前还任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

赵桂香，女，1976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 2017年5月起任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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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深圳中南晏熙等公司提供担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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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使用的担

保额度总金额为10,098,846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金额为7,499,3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股东权益的349.8%，请投资者关注有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1、为深圳中南晏熙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深圳中南晏熙”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中南晏熙拟与独立第三方深圳市盛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盛

钧” ）共同设立项目公司合作开发房地产项目，合作项目公司深圳中南晏熙首期投资金额66,000万元。 公司持股85%的惠

州市平熙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质押其持有的惠州路劲汇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限公司50%股权， 公司为深圳中南晏熙有关

出资义务及相关合作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66,000万元。

2、为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西安分公司提供担保

为了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南建筑” ）西安分公司向西

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科技支行（简称“西安银行高新科技支行” ）借款10,000万元，期限36个月。 公司为有关融资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10,000万元。

3、为温州锦灏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温州锦灏” ）及温州景容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温州景容”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温州锦灏向独立第三方深圳联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深圳联新” ）转

让其持有的温州景益置业有限公司（简称“温州景益” ）的20%股权并承诺到期平价回购，同时温州景益持有51%股权的

温州景容向深圳联新借款31,000万元，期限4个月。 温州景益质押其持有的温州景容51%股权，公司为有关交易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金额31,200万元。

4、为重庆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重庆金南盛唐” ）提供担保事宜

为了促进重庆泊云府项目发展，公司持有30%股权的重庆金南盛唐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简称“光

大银行重庆分行” ）借款30,000万元，期限36个月。 公司按比例为有关融资提供本息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10,475万元。

公司2019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19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万宁中南城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及

《关于为沈阳地铁昱瑞等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为上述公司提供担保。 有关情况详见2019年8月22日及2020年6月29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在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子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

司、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合营联营公司、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合营联营公司（简称“各类主体” ）提供的担保在不超

过股东大会通过的各类主体担保额度的情况下，实际提供的担保可以在股东大会同意提供担保的各类主体内进行调剂。本

次公司将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合、 联营公司重庆福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担保额度调剂给资

产负债率超过70%的重庆金南盛唐，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可用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调整情况 调整后的可用担保额度

重庆金南盛唐 4,600 5,875 10,475

重庆福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577 -5,875 2,702

合计 13,177 0 13,177

被担保方

公司权益

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担保前 本次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

可使用担保额

度审议情况

是否关联

担保

已担保 可使用 担保 占公司最

近一期股

东权益比

例

已担保 可使用

金额 担保额度 金额 金额 担保额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深圳中南晏熙 100% 99.75% 0

5,149,

551注

66,000 3.08% 66,000

5,042,

351注

2019年度股东

大会

否

中南建筑 100% 82.91% 517,867 10,000 0.47% 527,867

温州锦灏 100% - 0 200 0.01% 200

温州景容 40.80% - 0 31,000 1.45% 31,000

重庆金南盛唐 30% 98.41% 22,960 10,475 10,475 0.49% 33,435 0

2019年第十次

临时股东大会

合计 540,827

5,160,

026

117,675 5.49% 658,502

5,042,

351

- -

注：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可使用担保总额。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深圳中南晏熙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3月1日

注册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滨河东路1011号深城投中心19楼

法定代表人：王晓明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兴办实业；信息咨询；国内贸易；企业形象策划；礼仪策划、会务策划；市场营销策划；机械设备租赁；建

筑和装饰装修材料、建筑声学光学材料、环保节能材料批发、销售。

股东情况：公司全资子公司南通中南新世界中心开发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年度（经审计） 59,487.25 59,771.48 -284.23 0 -1,425.94 -1,216.18

2020年3月（未经审

计）

62,148.62 61,993.07 155.56 0 -221.32 -221.32

2、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01年10月8日

注册地点：海门市常乐镇

法定代表人：胡红卫

注册资本：人民币800,000万元

主营业务：汽车普通货运服务(危险品除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从事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资质特级);建筑工程设计(建筑行业甲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市政

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凭资质证经营);防雷工程设计、施工;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建筑设备租赁、维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

股东情况：公司直接持有其100%的股权。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年度

（经审计）

5,579,010.40 4,560,282.95 1,018,727.45 2,217,749.99 66,269.99 45,185.30

2020年3月

（未经审计）

5,707,989.02 4,732,430.92 975,558.10 259,313.02 -10,841.59 -11,024.25

3、温州锦灏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8日

注册地点：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瓯江路鹿港大厦A幢24层-1B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酒店管理；企业管理服务；物业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销售：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金属材

料、机电产品、生活日用品、办公用品。

股东情况：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年度

（经审计）

0.09 0.10 -0.01 0 0.03 0.02

2020年3月

（未经审计）

0.09 4.36 -4.27 0 -4.26 -4.26

4、温州景容置业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4月16日

注册地点：温州市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河街道永强大道1605号一楼

法定代表人：张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物业管理；市场营销策划；停车场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建筑材料销售；住宅室

内装饰装修。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新成立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5、重庆金南盛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9年7月16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巴南区鱼胡路72号附117号2-1

法定代表人：周达

注册资本：人民币2,000万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装饰材料、化工产品、五金交电；房屋租赁。 企业管理咨询。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年度

（经审计）

57,609.08 55,783.39 1,825.69 5.81 -217.93 -174.31

2020年3月

（未经审计）

63,698.31 62,688.01 1,010.30 17.53 -798.06 -809.34

6、重庆福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非并表）

成立日期：2014年7月22日

注册地点：重庆市江津区双福新区福星大道2号

法定代表人：臧青

注册资本：1,632.65万人民币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销售：建筑设备、建材。

股东情况：

关联情况：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有关公司其他股东无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信用情况良好。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时间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9年度

（经审计）

46,294.06 47,204.92 -910.84 23.68 -1,786.92 -1347.66

2020年3月

（未经审计）

55,520.78 56,535.65 -1014.87 132.66 -104.02 -104.02

四、担保文件的主要内容

1、为深圳中南晏熙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深圳盛钧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深圳盛钧签署《担保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不超过50,000万元。

（3）保证范围：有关合作协议项下深圳中南晏熙应履行的义务、债务及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利息、

手续费、公证费、税金、诉讼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律师费、公告费、送达费、鉴定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等以及深

圳盛钧为实现权利所支付的一切合理费用。

（4）保证期限：深圳中南晏熙在有关合作协议项下相关义务和责任全部履行完毕之日起三年。

2、为中南建筑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西安银行高新科技支行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西安银行高新科技支行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10,000万元。

（3）保证范围：西安银行根据有关借款合同发放的债务本金、应收利息、复息、罚息、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

债权及保证权的费用以及其他应付费用

（4）保证期限：三年。

3、为温州锦灏及温州景容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深圳联新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深圳联新签署《保证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31,200万元。

（3）保证范围：主债权（委托贷款本金、回购价款及深圳联新对温州锦容实缴出资款项）；有关委托贷款合同项下利

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温州锦容应向深圳联新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财务顾问费

等）；有关股权回购协议项下温州景灏应向深圳联新支付的深圳联新对温州锦容实缴出资的资金占用成本、违约金、赔偿

金、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工商变更登记费用、标的股权回购相关的评估费、税费等）；深圳联新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

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

费、审计费、翻译费等）。

（4）保证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有关委托贷款合同项下最后一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有关股权回购协

议约定的回购情形发生之日后三年止。

4、为重庆金南盛唐提供担保事宜

（1）协议方：公司、光大银行重庆分行

（2）协议主要内容：公司与光大银行重庆分行签署《保证合同》，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10,475万

元。

（3）保证范围：重庆金南盛唐应向光大银行重庆分行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

手续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

付的费用。

（4）保证期限：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向上述公司提供担保，是基于有关公司发展需要，目前有关公司经营正常，偿债能力强，担保不增加公司风

险。对于向非全资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采取要求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担保或提供反担保等措施保障公司权

益，担保风险可控。 为该等公司提供担保不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公司担保情况

提供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7,499,362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权

益的349.8%。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总金额为1,365,68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权益的63.70%；逾期担保金额为0万元，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为0万元，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为

0万元。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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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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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2020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6月24日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座公司办公地点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人，亲

自出席董事11人。 各位董事一致推举陈锦石董事主持会议，部分监事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陈锦石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长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61929799

联系传真：021-61929733

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号联强国际A栋9楼

电子邮箱：zhongnanconstruction@zhongnangroup.cn

二、选举黄峰独立董事、石军独立董事、辛琦董事为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黄峰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选举曹

益堂独立董事、华志伟独立董事、陈锦石董事为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曹益堂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选举黄峰独立

董事、曹益堂独立董事、陈锦石董事为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黄峰独立董事为主任委员；选举陈锦石董事、

陈昱含董事、唐晓东董事为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陈锦石董事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决议继续聘任陈锦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决议聘任陈昱含女士、辛琦先生、胡红卫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总经理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决议继续聘任梁洁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1-61929799

联系传真：021-61929733

通讯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 1068�号联强国际A栋9楼

电子邮箱：zhongnanconstruction@zhongnangroup.cn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以上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 详见2020年6月28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布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

1、董事长简历

陈锦石，男，1962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香港城市大学DBA，东南大学兼职教授，高级工程师，第十二届、十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 曾任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南房地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9年6月起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7年5月起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目前还任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第七届中房协产业协作会副会长。

2、审计委员会委员简历

黄峰，男，1970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北注协专家型管理人才。曾任职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1998年至2007年任职于北京京都会计师事务所，历任高级审计人员、项目经理、部门经理。 2008年至2019年任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工作合伙人，2019年起任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工作合伙人。 2016年4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审

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目前还任北京千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

石军，男，1972年出生，硕士学历，中欧国际商学院EMBA。 1996年至2004年任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业务经

理。 2004年至2012年任中国投资担保有限公司部门副总经理、总经理、中心负责人。 2012年至2019年任中国投融资担保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总裁。 2014年至2019年任中投保信裕资产管理（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5年至2019年任中裕睿

信（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互联网金融资产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 2013年至2020年任中国

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20年6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辛琦，男，1976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会计师。 曾任中海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2018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5月起任公司董事，2019年4月起任公司财务总监。目前还任中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3、提名委员会委员简历

曹益堂，男，1976年出生，硕士学历。曾任美特斯邦威集团战略发展部部长，德邦证券有限公司直接投资部负责人，九牧

王服饰有限公司战略管理中心总监，浙江利豪家具有限公司总经理，维格娜丝独立董事，上海金石源和荟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上海复星创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时尚团队负责人（复星长歌时尚基金总经理），上海投中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8年起任南极电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经理。 2017年5月起任公司独立董

事，目前还任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迪柯尼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华志伟，男，1975年出生，硕士学历。 1998年至2006年历任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行总部经理、战略小组成员、

广东江门营业部总经理。 2006年至2008年任招商银行总行企业年金管理中心市场负责人。 2008年至2013年任南方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养老金及机构业务部执行总监。 2013年筹建南方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并任副总经理（主持工作）至今。 2020年

6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

陈锦石，见董事长简历。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简历

曹益堂，见提名委员会委员简历。

石军，见审计委员会委员简历。

陈锦石，见董事长简历。

5、战略委员会委员简历

陈锦石，见董事长简历。

陈昱含，女，1985�年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 8�月起任公司董事，2018年4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2019年5月起任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目前还任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副主席。

唐晓东，男， 1976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2004年加入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加入公司，2017年起任公司房

地产业务平台中南置地投资副总裁。 2020年起任公司董事。

6、总经理简历

陈锦石，见董事长简历。

7、副总经理简历

陈昱含，见战略委员会委员简历。

辛琦，见审计委员会简历。

胡红卫，男，1967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 1996年加入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前身南通市中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09年加入公司，2014年起任江苏中南建筑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裁，2019年9月起任公司建筑业务总裁。

8、董事会秘书简历

梁洁，男，1977年出生，研究生学历。 2005年至2018年任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8年6月起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陈昱含持有公司股份14,413,997股，辛琦持有公司股份2,984,900股，唐晓东持有公司股份233,

077股，梁洁持有公司股份1,023,900股，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陈昱含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陈

锦石女儿，唐晓东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0.23%股份,胡红卫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0.3%的股份，陈昱含、辛琦在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有任职。除此之外，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所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都符合法律法规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没有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查询“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所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都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20-117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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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6月2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会议于2020年6月24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亲自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选举钱军监事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钱军，男，1977年出生，复旦大学EMBA，高级经济师。 曾任南通建筑工程总承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南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 高级副总裁。 2015年至2018年任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至2018年4月任公司董事，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监

事、监事会主席，目前还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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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

延期购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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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奥康投资” ）持有公司股份111,181,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73%。 奥

康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 （含本次）107,300,000股， 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

96.51%。

●奥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71,737,717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42.83%。 奥康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含

本次）166,92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97.19%。

一、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

公司于2020年6月24日接到控股股东奥康投资通知， 获悉其原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3,270万股股票已于2020年6月23日到期，并于当日

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交易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

本次质押股

数

（万股）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奥康投

资

是 3,270 否 否 2017年6月26日

2020年8月28

日

国信证券 29.41% 8.16%

自身生

产经营

2.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

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奥康投资及一致行动人王振滔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情

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万

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奥康

投资

11,118.10 27.73% 10,730 10,730 96.51% 26.76% 0 0 0 0

王振滔 6,055.6717 15.10% 5,962 5,962 98.45% 14.87% 0 0 0 0

合计 17,173.7717 42.83% 16,692 16,692 97.19% 41.63% 0 0 0 0

二、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94,300,000股,

占其所持有84.82%，占公司总股本的23.52%，股权质押融资余额为29,050万元；未

来一年内 （不含未来半年内） 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13,000,000股, 占其所持有

11.69%，占公司总股本的3.24%，股权质押融资余额为15,000万元。

2.控股股东奥康投资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会产生实

质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控股股股奥康投资不存在对公司业绩补

偿义务的情况。

4.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预计

还款资金来源为投资收益、股票分红、关联公司股权质押等。

5.控股股东奥康投资资信情况

(1)�注册时间：2009年10月10号

(2)�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3)�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新区浦东大道2123号

3E-1121室

(4)�主营业务：实业投资，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财务咨询（不得从事代理记

帐），商务咨询，投资咨询（以上咨询除经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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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银行贷款

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资产

净额

营业

收入

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最近一年 178,036.31 41,865.58 0 41,865.58 136,170.73 0 -3,023.80 2,631.02

最近一期 177,211.63 41,859.37 0 41,859.37 135,352.26 0 -818.47 811.06

(5)�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6)�偿债能力指标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现金/流动负债

比率

可利用的融资

渠道及授信额度

重大

或有负债

债务逾期或违

约

记录及其对应

金额

对外担保

（万元）

23.62% 128.43% 128.43% 0

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机构股

权质押业务

无 无 210,100(注)

注：截至本公告日，奥康投资给奥康集团有限公司、温州劲浪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温

州联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合计210,100万元。

(7)�控股股东奥康投资不存在发行债券情况。

(8)�控股股东奥康投资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9)�控股股东奥康投资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可利用融资渠道主要是证券公司/商业银

行等机构股权质押业务，长期与国内主要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具备偿

还能力，目前不存在相关偿债风险。

6.�控股股东与公司交易情况

控股股东奥康投资最近一年与公司之间资金往来情况如下表：

资金往来方 资金往来事项 资金往来金额(万元)

奥康投资

经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5元（含税）

5,559.05

上述资金往来为公司派发现金红利，除此外奥康投资与公司不存在资金往来、关联

交易、对外担保、对外投资等重大利益往来情况，不存在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7.�质押风险情况评估

本次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目的是上述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

增融资安排。 奥康投资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未来如出现平仓风险，

奥康投资拟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保证金、提前归还融资或提供质权人

认可的抵质押物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奥康鞋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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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3月2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获

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2）及《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2020年4

月至今，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陆续获得与收益相关的各项政府补助共计9,465,601.83元，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6.71%。上述政府补

助形式均为货币资金，均与日常活动相关。

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提供补助的

主体

获得补助的

原因或项目

收到补助的

时间

补助金

额（元）

补助依据

是否与公

司日常经

营活动相

关

是否

具有

可持

续性

与收益

相关/与

资产相

关

1

济宁市社会

保险事业局

稳岗补贴款

项

2020/4/16

34,

149.00

稳岗补贴款项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2

济宁市社会

保险事业局

稳岗补贴款

项

2020/4/22

20,

030.00

稳岗补贴款项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3

北京朝阳社

保中心

稳岗补贴款

项

2020/4/22

1,

540.00

稳岗补贴款项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4

济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

增值税退税

款

2020/4/28

2,320,

862.56

增值税退税款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5

济南市市中

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

局

一次性吸纳

补贴

2020/5/8

8,

000.00

关于印发济南市应对疫

情落实稳就业政策实施

细则的通知【济人社发

〔2020〕2�号】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6

济宁市财政

局开发区分

局

首台套产品

奖励

2020/5/8

100,

000.00

济宁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首台套产品奖励资金预

算指标的通知（济财企指

【2020】13号）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7

济宁市社会

保险事业局

稳岗补贴款

项

2020/5/12

86,

814.00

稳岗补贴款项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8

济宁市公共

就业服务中

心

一次性吸纳

就业补贴

2020/5/20

2,

000.00

济宁市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贯彻落实鲁政

发〔2020〕5号文件

做好稳就业工作的若干

措施的通知（济政发

〔2020〕3号）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9

北京朝阳社

保中心

稳岗补贴款

项

2020/5/21

1,

540.00

稳岗补贴款项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10

北京朝阳社

保中心

稳岗补贴款

项

2020/5/22

39,

716.54

稳岗补贴款项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11

济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

增值税退税

款

2020/5/25

2,679,

079.83

增值税退税款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12

武汉市失业

保险管办公

室失业保险

基金

稳岗补贴款

项

2020/5/25

1,

993.00

稳岗补贴款项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13

济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专利资助金 2020/5/26

85,

700.00

关于印发《济宁市专利资

助办法》的通知（济知发

【2017】20号）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14

济南市社会

保险事业局

稳岗补贴款

项

2020/5/29

194,

940.75

稳岗补贴款项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15

济宁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税务局

增值税退税

款

2020/6/22

3,069,

236.15

增值税退税款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16

济南市财政

局

创新发展奖

励

2020/6/22

820,

000.00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

发济南市鼓励企业创新

发展奖励政策的通知

【济政字〔2019〕70�号】

是 否

与收益

相关

合 计 9,465,601.83 - - -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

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

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上述政府补助946.56万元均系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

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并在确认相关成本

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其他收益科目；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

的，直接计入当期损益其他收益科目。公司及子公司2020年4月至今累计获得的各项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9,465,601.83元，均计入“其他收益” 。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和公司会计政策的规定，上述政府补助

946.56万元计入2020年度损益，最终的会计处理和对公司损益的影响以会计师年度审计

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本次所披露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银行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