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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109

证券简称：神驰机电 公告编号：

2020-046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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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7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加神驰通用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重庆神驰进出口贸易

有限公司对SENCI� GENERAL� TRADING� L.L.C.C.（神驰通用贸易有限公司） 增资至

200万美元。近日，公司全资孙公司SENCI� GENERAL� TRADING� L.L.C.C.（神驰通用贸

易有限公司） 完成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并取得了当地机构核发的营业执照。 SENCI�

GENERAL� TRADING� L.L.C.C.（神驰通用贸易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30万迪拉姆变更

为734万迪拉姆，其它事项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神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909

证券简称：华安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54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证券

投资基金托管资格获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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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

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85

号）。 根据该批复，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已获核准。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开展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认

真履行基金托管人的职责，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基金资产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切实维

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0572

证券简称：

ST

海马 公告编号：

2020-42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控股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2020年半年

度主要财务指标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5,007 8,333 -39.91%

利润总额 4,375 5,138 -14.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5 2,061 -13.39%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01,023 221,140 -9.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435 60,747 2.78%

公司2020年半年度报告将于2020年8月29日披露，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761

证券简称：多喜爱 公告编号：

2020-051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第二季度

主要经营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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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至6月，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新签

合同金额为人民币705.92亿元，较上年同期降低约3.78%。

单位：亿元

项目类型

二季度

新签合同金额

较上年同期

本年累计

新签合同额

较上年同期

建筑施工业务 310.33 4.67% 617.82 -6.78%

工业制造业务 15.54 44.69% 29.92 32.39%

工程相关其他业务 41.91 68.11% 58.18 20.43%

合计 367.78 10.72% 705.92 -3.78%

以上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可能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

在差异。

特此公告

多喜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770

证券简称：

ST

科迪 公告编号：

2020-051

号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

2019

年度报告网上业绩

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2020年7月14日（星期二）下

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19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2019

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张枫华先生、财务总监

李建全先生、独立董事武献领先生。 （如有特殊情况，参与人员会有调整。 ）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河南科迪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

601127

证券简称：小康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78

债券代码：

113016

债券简称：小康转债

转股代码：

191016

转股简称：小康转股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份产销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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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6月产销数据如下：

产品名称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

数量

本月同比增

减

本年累计

数量

本年累计同

比增减

本月数量

本月同比

增减

本年累计数

量

本年累计同

比增减

汽车

整

车

新能源

汽车

4,018 212.44% 9,415 154.12% 2,053 17.31% 7,096 92.46%

其他车型 18,511 11.91% 110,617 -18.97% 19,949 13.26% 103,316 -24.21%

合计 22,529 26.38% 120,032 -14.40% 22,002 13.63% 110,412 -21.14%

注：本表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2020年审计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980

证券简称：华盛昌 公告编号：

2020-013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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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亏损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盈利：25,800万元–27,000万元

盈利：4,769.57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40.93%�-�466.09%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2.32元/股–2.43元/股 盈利：0.4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0年上半年，受国内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公司生产的非接触红外人体测温仪和红外热像仪

等防疫产品的国内外需求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公司凭借多年积累的供应链整合能力和生产制造能力，向国内外

客户交付了大量的防疫产品。 另外，除防疫产品外，公司还积极组织力量生产客户已下订单的其他产品，其他产

品的出口订单交付基本正常。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度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增长幅度预计

达440.93%� -466.09%。

四、风险提示

本报告期公司业绩大幅增长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影响，随着国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公司下游客户对

红外人体测温产品的需求会逐步减少，加上红外人体测温产品市场竞争加剧，公司未来的业绩持续增长存在较

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 公司2020年半年度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

年度报告中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

601916

证券简称：浙商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29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

核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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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浙商

银行陈海强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418号）及《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浙商银

行刘贵山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419号）。 根据有关规定，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已核准刘贵山先生及陈海强先生的副行长任职资格。

刘贵山先生及陈海强先生的简历详见本公司2020年3月30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的《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0-005）。

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3日

证券代码：

688022

证券简称：瀚川智能 公告编号：

2020-029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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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上市流通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数量为31,938,219股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于2019年7月3日出具的 《关于同意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1213号），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2,700.00万股。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于2019年7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12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量为20名，持有限售股共计31,938,21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29.5724%。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31,938,219股，

将于2020年7月22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108,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为24,424,744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3,575,256股。

2020年1月22日，锁定期为6个月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共计1,225,

256股上市流通。截止2020年1月22日，公司总股本为108,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为25,65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2,350,000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发

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

限售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承诺如下：

（1）持有本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陈雄斌、唐高哲、张景耀承诺：

①本人自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本人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向股份公司申报所持

有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公司股

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③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如果因派发现金

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

行价。

④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如果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

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作相应调整）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6个月。

⑤如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公司。 本

人在接到公司董事会发出的本人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通知之日起20日内将

有关收益交给公司。

⑥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2）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其他股东承诺：

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自公司股票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企业）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如本人（企业）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相关内容，则由此所得的收益归公

司。 本人（企业）在接到公司董事会发出的本人（企业）违反了关于股份锁定期承诺的

通知之日起20日内将有关收益交给公司。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均严

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 瀚川智能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

诺；

2、瀚川智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瀚川智能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瀚川智能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1,938,219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0年7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

数量（股）

1 邹安琳 1,423,737 1.3183% 1,423,737 0

2 朱勇 1,957,608 1.8126% 1,957,608 0

3 周春琴 723,249 0.6697% 723,249 0

4 张洪铭 1,473,633 1.3645% 1,473,633 0

5 曾学明 1,157,085 1.0714% 1,157,085 0

6 吴智勇 1,423,737 1.3183% 1,423,737 0

7 田珍芳 533,871 0.4943% 533,871 0

8 唐高哲 1,032,750 0.9563% 1,032,750 0

9 郭琳 723,249 0.6697% 723,249 0

10 戴锋华 433,917 0.4018% 433,917 0

11 洪昌立 1,290,411 1.1948% 1,290,411 0

12 陈雄斌 392,931 0.3638% 392,931 0

13 张景耀 723,249 0.6697% 723,249 0

14

江苏高投创新中小发展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391,360 4.9920% 5,391,360 0

15 苏州敦行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69,666 2.0090% 2,169,666 0

16

木华资本管理（昆山）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国仪投资（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46,417 1.3393% 1,446,417 0

17

木华资本管理（昆山）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国制苏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446,417 1.3393% 1,446,417 0

18 北京博荣创投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1,067,823 0.9887% 1,067,823 0

19

天津华成智讯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天津华成智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6,403,860 5.9295% 6,403,860 0

20

天津华成智讯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天津华成欧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723,249 0.6697% 723,249 0

合计 31,938,219 29.5724% 31,938,219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31,938,219 12

合计 31,938,219 12

六、上网公告附件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瀚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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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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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0日召开了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卫吉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的提案》。

为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党委推荐，并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被提名

人的任职资格审核通过后， 公司董事会决定聘任卫吉春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卫吉春先生简历附

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提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董事会对卫吉春先生的提

名、任免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卫吉春先生的任职资

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同意董事会予以聘任。

特此公告。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附卫吉春先生简历：

卫吉春，男，1980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2002年参加工作，大学本科，经济师。 曾

任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经理、本部工会主席、销

售副总监，家纺事业部（龙头家纺）副总经理。 现任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童装事业部总经理、房产物业事业部工会主席兼任针织事业部（三枪集

团）童装线下运营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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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监事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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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监事钱

晓红女士的辞职申请。 因工作变动原因，钱晓红女士特向公司监事会请求辞去公司

监事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2020年 7�月10� 日经公司工

会联合会函告，一致同意推选薛正卿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详见

附件），任期至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7月14日

附件：薛正卿先生简历

薛正卿，男，197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1991�年参加工作，大学本科，经济师。曾

任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针织事业部（三枪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工会副

主席、纪委委员兼任上海针织九厂人力资源部经理。 现任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委员、纪委副书记、人力资源部经理、工会联合会副主席兼任针织事业部

（三枪集团）人力资源部经理、工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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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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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于2020年3月7日

至今（截止2020年7月13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2,844,179.66元，具体明细如

下:

收款单位 项目内容 补贴金额（元）

其中：计入当期损

益的政府补助

（元）

与资产/�

收益相

关

列报项目

提供补贴的具体单

位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

公司

提升三枪品牌

集成创意的时

尚化建设项目

665,000.00

23,75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

创意产业办公室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

公司

提升三枪品牌

集成创意的时

尚化建设项目

285,0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

创意产业办公室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

公司

提升三枪品牌

集成创意的时

尚化建设项目

475,0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

创意产业办公室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

公司

三枪品牌基于

在线创意交互

体验营销能力

提升建设

810,000.00 63,333.32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黄浦区文化

创意产业办公室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

公司

三枪品牌基于

在线创意交互

体验营销能力

提升建设

350,000.00 120,0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财政拨款

上海针织九厂有限公

司

煤锅炉改油锅

炉清洁能源补

贴

6,000,000.00

261,221.94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国库收付中

心零余额专户

上海针织九厂有限公

司

煤锅炉改油锅

炉清洁能源补

贴

2,500,0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浦东新区财

政局国库存款

上海三枪（集团）江苏

纺织有限公司

2019稳岗返还 46,833.70 46,833.7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盐城市大丰区职工

失业保险基金

上海三枪（集团）江苏

纺织有限公司

岗位津贴 2,500.00 2,5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财政拨款

上海三枪（集团）有限

公司

质量奖 500,000.00 500,0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黄浦区级财政

上海海螺服饰有限公

司

政府扶持资金 560,000.00 560,0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国库收付中

心财政

上海海螺服饰有限公

司

政府扶持资金 425,000.00 425,0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嘉定区财政

资金收付中心

上海市针织科学技术

研究所有限公司

超比例奖励 13,488.70 13,488.7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残疾人就业

服务中心

上海市针织科学技术

研究所有限公司

2019年度失业

保险稳岗返还

5,687.00 5,687.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黄浦区就业

促进中心

上海三枪纺织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财政扶持资金 570,000.00 570,0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浦东新区贸

易发展推进中心

上海龙头纺织科技有

限公司

稳岗补贴 8,876.00 8,876.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长宁区就业

促进中心

上海纺织时尚定制服

饰有限公司

地方财政扶持

资金

230,000.00 230,000.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浦东新区贸

易发展推进中心

上海纺织时尚定制服

饰有限公司

社保稳岗补贴 13,489.00 13,489.00

与收益

相关

其他收益

上海市黄浦区就业

促进中心

合计 -- 2,844,179.66

备注：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于2020年1月1日至3月6日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8,

693,541.66元已于2020年3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临2020-007公告详细披露。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各项政府补助均已到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

规定确认上述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上述补助的取得对公司2020年度利润产生一定

的积极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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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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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2020年7月13日在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18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四楼

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7日以电话和送达相结合方式

发出。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1名，亲自出席董事10名，董事王凯先生，因公务出差委托

董事丛学年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与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王耀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

人员的议案》。

聘任尹秋明先生、李玉领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尹秋

明先生、李玉领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

讯网的相关独立意见。

二、会议以 11�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捐赠的议

案》。

为践行公司狮性羊本的企业文化，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同意公司在2020年至

2024年分次向宿迁市慈善总会捐款2000万元，用于支持宿迁慈善事业的发展。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附：个人简历

尹秋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72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审计师。

历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审计处长助理、审计处长、纪委副书记，公司管理部部

长，江苏洋河销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苏洋河酒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财务部长，公司监事、纪委副书记，公司洋河分公司副总经理、成品调度总监、财务负

责人。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财务总监、财务中心总经理。尹秋明先生不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持有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9091%的股份（江苏蓝色同盟股份

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1.44%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尹秋明先生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登录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核实，尹秋明

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李玉领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1970年12月出生，南京大学工商管

理硕士，中级经济师。 历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供应部部长助理、财务部部长助

理、总调度室副总调度、供应部部长，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供应部部长、洋河

分公司总经理助理、采供物流中心副总监兼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副总裁、党委委

员、采供物流总监、供应链管理总监。 李玉领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江苏蓝

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3636%的股份（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21.44%

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除此之外，李玉领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经登录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核实，李玉领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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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2020年7月13日在南京市雨花经济开发区凤汇大道18号，公司南京营运中心四楼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7日以电话和送达相结合方式发

出。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亲自出席监事5名，与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与会监事一致推举陈太清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

议案》。

选举陈太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陈太

清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7月14日

附：个人简历

陈太清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5年5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

政工师，中共党员。 历任江苏洋河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公司办公室主任，公司党

委委员、公司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综合部部长、总裁助理、公司洋河分公司

副总经理，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双沟酒业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党委副书记，双沟酒业党委书记。 陈太清先生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持有江苏

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0.9091%的股份 （江苏蓝色同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1.44%的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除此之外，陈太清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监事的情形。 经登录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核实，陈太清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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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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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香港” )，为本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中发香港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5000万美元（约合人

民币3.50亿元）。 截至本公告日，包括本次担保在内，本公司为中发香港提供担保余额为8.19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57.30亿元）。

3．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运能源” 、“本公司” 或“公司” ）为中发

香港借入的邮政储蓄银行上海分行虹口区支行5,000万美元借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5,000万美

元（约合人民币3.50亿元），并承担连带责任，期限为三年。

经本公司于2020年6月22日召开的本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公司可自2020年7

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为上海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 大连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有限公司、中

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中远海运油品运输（新加坡）有限公司以及寰宇船务企业有限公司

提供融资性担保，以及上述五家公司之间提供融资性担保，融资担保总额不超过14亿美元（或等值

其他币种）。上述预计担保的详情请见本公司于2020年6月2日发布的《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2020下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新增对外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9）及于2020

年6月23日发布的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0-036）。 本次公告的对外担保事项在上述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RM3601-02, � 36/F� West� Tower, � Shun� Tak� Centre� 168-200� Connaught�

Road� Central,� Hong� Kong。

法定代表人：朱迈进。

注册资本：1亿美元。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国际航运业务和本公司在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务。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人民币亿元

科目

2019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68 150.78

负债总额 138.71 97.7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86.89 79.01

流动负债总额 75.25 50.43

净资产 51.98 53.01

2019年度

（经审计）

2018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81 17.87

净利润 -0.22 -2.4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人：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三年

担保金额：5,000万美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通过担保的形式进行融资可显著降低融资成本且审批流

程更为快捷，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约3.93亿美元

及约450万欧元（合计约合人民币27.85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为9.90%；本公

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约12.15亿美元（合计约人民币85.01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为30.23%；逾期担保数量为零。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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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

备案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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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提述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司” ）日期

为2020年3月18日的《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06），及日期为2020年4月24日的《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

议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2），有关本公司注册资本发生变更及

董事会建议对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及其附件做相应修订，上述修订已经本公司于2020年6月22

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近日，本公司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

章程备案的手续，变更后的《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一、公司名称：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132212734C

四、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188号A-1015室

五、法定代表人：刘汉波

六、注册资本：人民币476269.1885万

七、成立日期：1996年07月26日

八、营业期限：1996年07月26日 至 不约定期限

九、经营范围：主营沿海、远洋、长江货物运输，船舶租赁，货物代理、代运业务；兼营船舶买卖、

集装箱修造、船舶配备件代购代销，船舶技术咨询和转让；国内沿海散货船、油船海务管理、机务管

理及船舶检修、保养；国际船舶管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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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香港交易及结算所

有限公司披露易网站 http://www.hkexnews.hk及公司网站 http://energy.coscoshipping.

com/。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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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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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投资概述

2020年2月28日，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参与认购国贸产业发展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出资70,

000万元参与认购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贸产业发展基

金” ）的份额，并授权公司管理层确定具体条件和实施具体操作事宜。

上述投资的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2月29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公司2020-12号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已与国贸产业发展基金普通合伙人暨基金管理人国兴（厦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国兴投资” ）及其他有限合伙人签订了《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协议》及《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专业咨询委员会议事规则

的备忘录》（以下合称“《合伙协议》” ）。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LP）认缴出资70,000万元，认购国贸

产业发展基金23.3333%的份额。

原拟认缴出资36,500万元的有限合伙人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厦门国贸产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贸产业” ）和厦门霖冠鑫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霖冠鑫贸易” ），国贸产业和霖冠鑫

贸易的认缴出资额分别为16,500万元和20,000万元， 认购国贸产业发展基金的份额比例分别为5.5%

和6.6667%。

除上述有限合伙人变更外，《合伙协议》其他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 目前，国贸产业发展基金已在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注册登记。

国贸产业发展基金的合伙人及份额比例情况如下：

合伙人类型 名称 出资方式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普通合伙人 国兴（厦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货币 2,500 0.8333%

有限合伙人 厦门市国升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货币 60,000 20%

有限合伙人 厦门市集美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货币 10,000 3.3333%

有限合伙人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70,000 23.3333%

有限合伙人 厦门国贸资产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51,000 17%

有限合伙人 厦门国贸会展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20,000 6.6667%

有限合伙人 厦门国贸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货币 20,000 6.6667%

有限合伙人 厦门霖冠鑫贸易有限公司 货币 20,000 6.6667%

有限合伙人 厦门国贸产业有限公司 货币 16,500 5.5%

有限合伙人 其他有限合伙人 货币 30,000 10%

合计 - - 300,000 100%

三、新有限合伙人的基本情况

（一）厦门国贸产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33EW8P4C

注册资本：3,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2月5日

住所：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4688号国贸中心A栋2902-1单元

法定代表人：李植煌

经营范围：对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投资（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经营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企业

总部管理。

国贸产业系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 ）的全资子公司，为

公司关联人。

国贸产业成立时间不足一年，其控股股东国贸控股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208,993.11 12,448,679.91

所有者权益 3,279,332.60 3,519,587.14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561,334.56 5,217,473.06

净利润 226,628.00 71,407.99

（二）厦门霖冠鑫贸易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13MA344ADE27

注册资本：4,500万元

成立日期：2015年11月6日

住所：厦门市翔安区银鹭高科技园区创业路1号—8(三楼)

法定代表人：陈朝阳

经营范围：服装批发；鞋帽批发；化妆品及卫生用品批发；厨房、卫生间用具及日用杂货批发；家用

电器批发；其他家庭用品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其他预包

装食品批发；预包装食品零售。

霖冠鑫贸易的控股股东为厦门禹道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100%。 霖冠鑫贸易及其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霖冠鑫贸易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2019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879.01 6,819.31

所有者权益 4,055.97 3,994.65

2019年度（未经审计） 2020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7.09 18.92

净利润 -131.01 -61.32

四、合伙人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贸产业发展基金的有限合伙人变更发生在《合伙协议》签订之前，本次有限合伙人的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本次投资产生重大影响。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国贸产业发展基金尚需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申请备案； 基金在投资过程中可能存在市场、

经济和政策法律变化等不可预见的因素。 公司将及时了解基金的成立及运作情况，关注投资项目实施

过程，努力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备查文件：

1.《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2.《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专业咨询委员会议事规则的备忘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