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00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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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债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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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简称：华通转债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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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3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核准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向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241号）。 批复内容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101,714,094股股份、向浙江泰安泰投资咨询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发行63,482,171股股份、向浙江省兴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55,567,177股股份、

向浙江兴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7,365,921股股份、向汪路平发行11,179,644股股份、向李盛梁发

行9,791,773股股份、向赵剑平发行4,059,271股股份、向王自强发行3,893,282股股份、向陈志浩发

行3,511,463股股份、向方建华发行3,049,539股股份、向王春喜发行2,212,770股股份、向叶郁亭发

行2,023,581股股份、向邵玉英发行1,948,814股股份、向林昌斌发行1,877,670股股份、向袁炳荣发

行1,816,605股股份、向戴红联发行968,292股股份、向马群发行885,489股股份、向蔡永正发行885,

285股股份、向罗尧根发行832,317股股份、向吕亮发行770,717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三、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五、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六、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

会。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事宜，按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和

要求妥善办理相关手续，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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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

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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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8日，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9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0.8元（含税），除权（息）日为2020年5月26日。 故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原发行价格相应进行

调整，为9.60元/股。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于2020年6月11日召开的2020年第26次会议审核结果，上市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获得无条件通过。 2020年6月30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核准批复。

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

中出现的简称均与重组报告书中的释义内容相同。 相关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序号 重组报告书章节 章节内容 修订主要内容

1 重大事项提示

三、 本次交易支付方

式、募集配套资金安排

补充披露公司2019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价格及发行股数的影

响

五、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的影响

2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三、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四、本次交易对上市公

司的影响

3 第五节 发行股份情况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特此公告。

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340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公告编号：

2020-112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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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中路18号北广电子集团南楼3层华夏幸福大学孔

雀城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55,092,21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6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文学先生和联席董事长吴向东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

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赵鸿靖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

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长王文学先生、联席董事长吴向东先生、孟森先生、王威

先生、独立董事陈世敏先生、陈琪先生、谢冀川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林成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下半年担保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47,853,639 99.37333 7,238,476 0.62666 100 0.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股份总数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5,057,215 99.99697 34,900 0.00302 100 0.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第三季度购买经营性用地预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3,587,480 98.13827 21,504,635 1.86172 100 0.00001

4、议案名称：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5,082,715 99.99918 9,500 0.00082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0年下

半年担保预计额度

的议案

27,804,254 79.34363 7,238,476 20.65608 100 0.00029

4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

期权和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35,033,330 99.97289 9,500 0.02711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议案2和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科律师、林欢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600626

证券简称：申达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2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控股子公司

Auria Solutions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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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Auria� Solutions� Ltd.

●本次担保金额合计约为1.5亿美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实际为Auira公司担保余额合计为4.6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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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6月29日，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达股份” 、“公司” 、“本公司” ）控股子公

司Auria� Solutions� Ltd.（以下简称“Auria公司” ）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以下简称

“中行上海分行” ）签署了金额为1.5亿美元的《贷款协议》。同日，公司与中行上海分行签署了《保证合

同》，为Auria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申达股份于2020年4月28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0年5月21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为下属企业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下属全资、控股

和实际控制企业提供合计金额不超过35亿元人民币的银行贷款或综合授信担保。 其中：为下属全资子

公司担保不超过8亿元人民币；为控股子公司和实际控制企业担保不超过27亿元人民币。本次担保在上

述27亿元人民币的担保预计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 Auria�Solutions�Ltd.

注册地 One,�Fleet�Place,�London,�England,�EC4M�7WS

企业主要负责人 Brian�Pour

主要经营业务

汽车软饰及声学元件业务，主要包括地板系统业务、声学元件业务及软饰小件业务。其中

地板系统业务主要包括汽车地毯及配件垫等、声学元件业务主要包括隔音前围、一般隔

音材料、外轮罩等，软饰小件业务主要包括后备箱饰件、衣帽架等。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经审

计）

截止2019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465,184.41万元， 负债总额 356,069.24万元， 净资产

109,115.17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639,107.89万元， 净利润-37,408.79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76.54%。

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

大或有事项

无。

被担保人Auria公司为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70%股权，具体股权结构图如下：

三、协议主要内容

Auria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与中行上海分行签署了金额为1.5亿美元、借款期限为三年（自提款

日起算）的《贷款协议》，并由公司与中行上海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为Auria公司上述借款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主债权的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为境外控股子公司Auria公司向中行上海分行借款提供1.5亿美元的担保，该项借款将用

于替换Auria公司其他的银行借款、因此未增加公司负债总额；公司持有Auria公司70%股权，具有绝对

的经营控制权，Auria公司少数股东未实际参与其日常生产经营，故未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

金额在公司2020年度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额度内，且Auria公司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

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不包括对控股和全资子公司担保）总额为0.00元、余额

为0.00元，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含全资子公司年度担保预计中尚未使用额度）为12.20亿元、担保

余额为4.20亿元，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含控股子公司年度担保预计中尚未使用额度）为46.76亿

元、 担保余额为33.93亿元（外币金额以2020年6月29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成人民

币）。 上述担保总额合计、担保余额合计分别占公司2019年度期末经审计净资产的176.00%、113.80%。

上述担保均未逾期。

特此公告。

上海申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

000691

证券简称：亚太实业 公告编号：

2020-063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支持承诺按期履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完整和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兰州亚太工贸集团有限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于2019年6月3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给与资金支持的承诺函》，截止2020年6月30日，承诺函

中各项承诺已全部履行完毕。 现将承诺履行情况说明如下：

一、相关承诺事项

为改变公司控股子公司兰州同创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创嘉业” ）项目开发进

展缓慢的经营现状，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于2019年6月3日向公司承诺：1、若在2019年6月17日

之前公司逾期贷款尚未全部偿还，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最迟于2019年7月31日给予兰州同创嘉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487.86万元资金资助进行偿还；2、 根据公司后续项目开发进度及资金安排，

于2019年10月31日之前给予兰州同创嘉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0万元用于项目启动资金； 于2020

年3月31日之前、2020年6月30日之前分别给予10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资金。

二、承诺履行情况

2019年8月1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最迟于2019年7月31日给予同创嘉业1,487.86万元

资金资助用于偿还逾期银行贷款” 的承诺未按期履行，同时承诺将延期至2019年9月30日前完成履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月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的 《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按期履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31）。

2019年9月30日， 公司控股子公司同创嘉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1,630.00万元的资金

资助，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按期履行资金支持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0月8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承诺按期履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3）。

2019年11月7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关于“于2019年10月31日之前给予兰州同创嘉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0万元用于项目启动资金” 的承诺未按期履行，同时承诺延期至2020年3月30日

前完成履行。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11月8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按期履行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57）。

2020年3月3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同创嘉业分别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1000万元的项目

启动资金和1000万元的项目建设资金，合计2000万元，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按期履行资金支持

承诺。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1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资金支持承诺按期履行的公告》（ 公告编

号：2020-018）。

2020年6月30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同创嘉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1000万元的项目建设

资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已按期履行资金支持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于2019年6月3日作出的资金支持承诺已全部履行完

毕。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按期履行资金支持承诺主要用于同创嘉业的项目建设，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损益及资产状况无不良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无影响，未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公司的主要

生产经营业务不会因此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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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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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2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了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四十四次会议的通知，2020年6月30日，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8人，实到董事8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永前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全体董事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 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

（贵阳市贵安新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李永前、薛四敏、梁运斌、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0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公告编号2020-108� 。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 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

（重庆市九龙坡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

关联董事李永前、薛四敏、梁运斌、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0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公告编号2020-109。

本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本项议案详细情况于2020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公告编号2020-110� 。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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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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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与关联方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

程局有限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

有限公司、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29日联合竞得贵阳市贵安新区

【ZI-01-01-1】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推进项目建设，我司拟与上述关联方方共同投资设立项

目公司对上述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拟设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110,000万元人民币，各股东方出资及股

权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38500 35%

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600 6%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27500 25%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6500 15%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9900 9%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5500 5%

中交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5500 5%

合计 110000 100%

由于上述合作各方均是我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 因此与我司存在关

联关系，本次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我司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贵州市贵安新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

董事李永前、薛四敏、梁运斌、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方介绍

（一）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天府大道南延线正兴镇广东街248号

成立日期：2014年1月13日

法定代表人：王掌军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0866919646

经营范围：港口码头、轨道交通、航道疏浚、公路桥梁、机场、铁路、环保水处理、交通基础设施、市政

基础设施、城市综合体及房地产等项目投资；科技产业投资；资源、原材料、高新技术领域的项目投资；物

流业、运输业、酒店业、旅游业的项目投资与管理；土地整理（凡需行政许可的项目凭许可证经营）；技术

咨询服务。 （以上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限制或禁止的除外）。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

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末 /2019 年

1-12月

1,041,738.97 127,130.07 65,709.97 31,751.5

2020年3月末/2020年

1-3月

1,242,392.88 135,365.76 23,589.45 8,235.69

（二）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28168.03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沥滘路368号

成立日期：1983年11月

法定代表人：李惠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4321294

经营范围：水上运输设备租赁服务；技术进出口；船舶修理；铁路工程建筑；公路工程建筑；港口及航

运设施工程建筑；贸易代理；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企业总部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

营的项目除外）；船用配套设备制造；船舶改装与拆除；金属船舶制造；非金属船舶制造；城市地铁隧道工

程服务等（以其营业执照信息为准）。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末/2019年1-12

月

5,660,721.75 1,871,314.18 3,183,250.08 214,592.70

2020年3月末 /2020年

1-3月

5,504,409.53 1,904,166.00 566,309.37 46,310.48

（三）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439721.39万元

注册地址：武汉市东西湖区金银湖路11号

成立日期：1990年5月4日

法定代表人：由瑞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6853910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

特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铁路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水利、水电、能源、环保、机电安装、特种专业

工程、爆破与拆除工程、城市改造和开发工程项目施工；各类桥梁预制构件；公路、水运工程及工民建筑

设计和质量检测；水、土结构材料科研及测试；船舶修造、船舶租赁及工程质量检测；承包境外港口、码

头、航道、机场、铁路、公路、隧道、土木、水利、市政、桥梁、工业与民用建筑、环保建设工程项目及上述工

程所需的设备、材料的采购与出口和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国际工程咨询、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以及设备、材料的采购、出口与供应；工程机械制造、安装、改造和维修和租赁；钢结构制

作、安装；物流、仓储和运输服务；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电力工程施工；电子工程安装服务；园林绿化

工程施工；物业管理；汽车销售；汽车维修。 （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主要股东：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86.64%股权，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6.68%股权，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6.68%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末/2019年1-12

月

9,114,507.20 1,539,407.55 6,002,669.80 114,649.20

2020年3月末 /2020年

1-3月

7,999,995.10 1,537,119.02 750,496.25 -4,056.13

（四）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41329.318356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潞城镇通胡大街8号1层001室

成立日期：2012年2月23日

法定代表人：郭主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59062789XU

经营范围：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勘察设计；承包与公司实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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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城市园林绿化；开发、销售机械设

备、计算机软件；设备租赁；项目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经

济信息咨询；公路管理、养护；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水污染治理；出租办公用房（不得作

为有形市场经营用房）。 （“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

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

投资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领取本执照后，应到住房城乡建设委员会取得行政

许可。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区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82.75%股权， 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

8.63%股权，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8.63%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末/2019年1-12

月

6,470,960.76 1,505,812.28 3,738,307.73 117,185.68

2020年3月末 /2020年

1-3月

6,496,881.85 1,516,525.81 704,143.41 21,800.71

（五）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63037.0088万元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前进路161号

成立日期：1993年8月25日

法定代表人：李伟仪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190519558G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总承包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工程项目管理

服务;工程施工总承包;工程监理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城乡规划编制;测绘服务;货物进出口（专营

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凿井;城市规划设计;海洋工程建筑;商品批发贸易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工程地质勘察服务;工程水文勘察服务;岩土工程设计服务;工程钻探;工程地

球物理勘探服务;岩土工程勘察综合评定服务;岩土工程勘察服务;民航工程设计服务;铁道工程设计服

务;电力工程设计服务;机械工程设计服务;通信工程设计服务;其他工程设计服务;港口及航运设施工

程建筑;编制工程概算、预算服务;工程结算服务;风景园林工程设计服务;海洋服务;地下管线探测;水

运工程设计服务;公路工程及相关设计服务;市政工程设计服务;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服务;体育、休闲娱

乐工程设计服务;教育咨询服务;软件批发;软件零售;软件开发;软件服务;软件技术推广服务;信息技

术咨询服务;项目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养老产业投资、开发;

投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机械设备租赁;汽车租赁;建筑

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太阳能发电站投资;防雷工程专业设计服务;向境外派遣各类劳务人员（不含海

员）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

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末/2019年1-12

月

686,753.10 406,363.48 341,197.64 41,300.33

2020年3月末 /2020年

1-3月

664,698.76 406,125.03 34,972.46 -535.09

（六）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0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市金牛区星辉中路11号

成立日期：1994年2月4日

法定代表人：肖玉芳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450722131W

经营范围：（以下范围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工程勘察设计，

工程管理服务；市政公用工程，房屋建筑工程，公路路面工程，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公路路基工程，水利

水电工程，电力工程，通信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电信工程，环保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园林古建筑工程，

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机电安装工程，消防设施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高耸构筑物工程，建筑劳

务分包，建筑防水工程，公路交通工程，化工石油工程，河湖整治工程，水工隧洞工程，送变电工程，体育

场地设施工程，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工程，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机电工程、商品批

发与零售、进出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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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中国城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

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末/2019年1-12

月

171,795.09 91,577.84 98,100.89 11,638.68

2020年3月末 /2020年

1-3月

188,662.26 94,264.25 18,533.19 2,686.41

三、投资标的情况

我司与上述关联方拟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对贵阳市贵安新区 【ZI-01-01-1】 地块进行开发建

设，该地块成交总价为96,559.575365万元，地块位于贵阳市贵安新区生态新城高铁贵安站，用地性质为

居住用地，地块面积为18.38万平方米，容积率不大于2.5。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丙方1：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丙方2：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丙方3：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丁方1：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丁方2：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乙方、丙方3、丁方2同意作为甲方的一致行动人，在根据项目公司章程以及本协议约定行使股东会、

董事会决议事项表决权时将与甲方保持一致，且不可撤销的授权甲方代为行使全部表决权。

（一）项目公司设立

各方合作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占股本

比例

出资金额

（万元）

1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35% 38500

2 中交西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 6600

3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25% 27500

4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15% 16500

5 中交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9% 9900

6 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5% 5500

7 中国市政工程西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5% 5500

合计 100% 110000

各方通过持有项目公司的股权享有本项目的全部权益（包括但不

限于项目用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与本项目开发建设及收益等相关的全部权益）。同时七方

股东通过项目公司对本项目进行房地产开发经营，按股权比例投入资金、共担风险、共享权益。

（二）项目公司治理

1、股东会：项目公司股东会为项目公司最高权力机构，各方根据各自持股比例行使股东权利。 股东

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

（不含二分之一）通过生效。 但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

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各方同意，股东

会有权不召开股东会会议而以书面表决方式直接作出决议， 此等决议应如同其已在正式召集并召开的

股东会会议上通过般有效。

2、董事会：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3名董事组成，其中甲方提名2名，乙方提名1名，由股东会选

举产生。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项目公司董事会会议作出任何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

上（不含二分之一）表决权的董事通过方为有效。

3、监事会：项目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置监事2名，其中甲方推荐1名，乙方推荐1名。

4、利润分配：各方按股权比例和本协议相关约定分享利润、承担亏损。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各方具备资金、资源等方面的实力，具备履约能力，能够保障投资的顺利实施,可与我方实

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协同，增强项目公司市场竞争能力；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房地产

开发建设，有利于贯彻我司区域发展战略，扩大我司经营规模，推动我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

发展。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我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以下统称“关联方” ）为建

设工程中标单位，中标金额合计308,184.32万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房地产项目公司,出资额合计

187,465.12万元；向关联方借款额度800,000万元（已使用150,000万元）；我司子公司为我司融资事项

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合计330,000万元;预计与关联方2020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3843.58万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中交地产本

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有利于贯彻公司区域发展战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推动公司主营

业务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关联方具备资金、资源方面的较强的实力，具备履约能力，能够保证本次

共同投资的顺利实施；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

目公司（贵阳市贵安新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结果。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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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关联方

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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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联交易概述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 )�与关联方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中交

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非关联方重庆和美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2020年6

月1日联合竞得重庆九龙坡区中梁山组团L分区L15/04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为推进项目建设，

我司拟与上述合作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对上述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拟设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49,

000万元人民币，各股东方出资及股权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 认缴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41405 84.5%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4900 10%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450 5%

重庆和美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 0.5%

合计 49000 100%

由于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是我司实际

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因此与我司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共同投资事项构成关联交

易。

我司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关联

董事李永前、薛四敏、梁运斌、周济回避表决本项议案，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

立意见。

此项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项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交易方介绍

（一）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73050.4412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831号

成立日期：1992年10月05日

法定代表人：杨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404132211555X

经营范围：水运工程勘察设计，公路桥隧勘察设计，铁路工程勘察设计，房屋建筑工程设计，水利水

电工程设计，市政公用工程设计，工程承包与总承包，建设工程检测，岩土工程技术开发咨询业务，勘察

工具、建筑材料销售，承包境外公路、海洋、水运行业的工程勘测、咨询、设计和监理项目，电力专业建设

工程设计，商物粮专业建设工程设计，民航专业建设工程设计，海洋专业建设工程设计，建筑智能化建设

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消防设施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建

筑幕墙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工程测量勘察，水文地质勘察，基础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建

设工程监理服务，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建设工程招标代理，建设工程审图，港口与航道建设工程施工，地

基与基础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建设工程专业施工，电力、通讯、自动控制、计算机软

件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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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

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 年 末 /2019 年

1-12月

416,792 258,069 259,250 29,259

2020年3月末/2020年

1-3月

389,591 256,152 27,599 273

（二）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87158.33万元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创业路18号

成立日期：1991年5月29日

法定代表人：杨忠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177668591H

经营范围：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可承接各行业、各等级的建设工程设计业务、可从事资质证书许

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境内外公路工程、市政工

程、铁道工程、环境工程、生态修复、水环境综合治理、园林绿化（园林景观）、生态旅游、建筑工程、地下

工程的科研开发、信息系统、评估、策划、规划、可研、勘察、设计、审查咨询、监理、招标代理、项目后评估、

运营管理、试验、检测、加固、养护、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含配套设备和材料的采购、安装）和相关产品

销售；承担境内外岩土工程、水文和工程地质勘察和地质灾害防治；承担境内外工程测绘、航测、遥感、地

理信息系统；承担上述项目境外工程所需设备和材料出口以及对外派遣实施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承

担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土保持监测及验收；承担园林绿化工程（园林景观工程）施工及

养护；港口、航道、水上防护建筑物、口岸设施、飞机场跑道和场站、水利工程的评估、规划、可研、设计、监

理、咨询和项目管理、工程总承包；图文设计与制作。（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实际控制人：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与我司的关联关系：均受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

发展正常。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19年末/2019年1-12

月

548,175 330,202 339,981 54,228

2020年3月末 /2020年

1-3月

539,287 332,488 43,519 2,449

三、非关联合作方基本情况

名称：重庆和美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439721.39万元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9号903号

成立日期：2020年1月23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余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60QN7L9E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余勇等自然人。

与我司无关联关系。

重庆和美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业务发展正常。 重庆和美建设项

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新成立公司，暂无最近一年财务指标。

四、投资标的情况

我司与上述合作方拟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对九龙坡区中梁山组团L分区L15/04号宗地进行建设

开发，该地块成交总价为42,200万元，地块位于重庆市九龙坡区民盛路以西，民华路以南，用地性质为居

住用地，地块面积为4.65万平方米，计容面积约为6.99万平方米。

五、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丙方：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丁方： 重庆和美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项目公司设立

各方合作的项目公司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股东姓名或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

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41405 货币 84.5%

中交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4900 货币 10%

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2450 货币 5%

重庆和美建设项目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45 货币 0.5%

（二）项目公司组织机构

1、股东会：项目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是项目公司最高权力机构。 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

行使表决权。股东会会议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股东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生效。但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

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2、董事会：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5人组成，甲方委派3人，乙方委派1人，丙方委派1人。 董事会

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制，以上表决事项经全体董事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即为有效。

3、监事会：公司设监事会,由三人组成。 由乙方推荐一人，丙方推荐一人，非职工代表出任的,由股东

会选举产生或更换；职工代表出任的，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或更换。 每届监事会中的

职工代表的比例由股东会决定，但不得低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

4、利润分配：项目公司股东按持股比例分享利润、分担亏损。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作各方具备资金、资源等方面的实力，具备履约能力，能够保障投资的顺利实施,可与我方实

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协同，增强项目公司市场竞争能力；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房地产

开发建设，有利于贯彻我司区域发展战略，扩大我司经营规模，推动我司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

发展。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我司控股子公司因公开招标确定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公司（以下统称“关联方” ）为建

设工程中标单位，中标金额合计308,184.32万元；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房地产项目公司,出资额合计

187,465.12万元；向关联方借款额度800,000万元（已使用150,000万元）；我司子公司为我司融资事项

向关联方提供反担保合计330,000万元;预计与关联方2020年度发生日常关联交易3843.58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我司独立董事胡必亮、马江涛、刘洪跃对此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中交地产本

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有利于贯彻公司区域发展战略，扩大公司经营规模，推动公司主营

业务房地产开发的可持续发展；关联方具备资金、资源方面的较强的实力，具备履约能力，能够保证本次

共同投资的顺利实施；董事会在审议上述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上述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等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董事会关于《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

目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的表决结果。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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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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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等的规定。

（四）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7月16日14：50。

2、网络投票时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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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9：15-9：25,9：30-11：

30和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16日09：15至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

1、现场方式：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

人出席现场会议进行表决。

2、网络投票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9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2020年7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

公司股票的股东或其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13号院1号楼合生财富广场15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贵阳市贵安新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

（二）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

上述议案详细情况于2020年7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 公告编号2020-108、109。

关联方股东中交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上述议案。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的

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贵阳市贵安新区地块）的关联交易

议案》

√

2.00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地块）的关联交易

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法人股东

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股东代码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有效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股东代码卡；

2、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出席，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则应提供个人股东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人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

（二）登记时间：2020年7月14日、7月15日上午9：00至下午4：30。

（三）登记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9号财富大厦B座9楼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

室。

（四）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洪湖东路9号财富大厦B座9楼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401147

电话号码：023-67530016

传真号码：023-67530016

联系人：王婷、容瑜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参加投票。

六、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特此公告。

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作为中交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

席公司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特授权如下：

一、委托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公司2020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该代理人有表决权/无表决权；

三、该表决权具体指示如下：

（一）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贵阳市贵安新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 （赞

成、反对、弃权）

（二）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地块）的关联交易议案》。 （赞

成、反对、弃权）

四、本人（本单位）对上述审议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代理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生效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注1：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的相应空格内划“√” ，其他空格内划“×” ；

2、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公章。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36

2、投票简称：中交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股东大会议案对应“议案编码” 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

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 √

1.00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贵阳市贵安新区地块） 的关联交易议

案》

√

2.00

审议《关于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设立项目公司（重庆市九龙坡区地块） 的关联交易议

案》

√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7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7月16日09：15至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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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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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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