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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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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0年6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司现发布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上市公司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0年7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50

（2）网络投票：2020年7月16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7月16

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

年7月16日（星期四）9:15-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20年7月10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有

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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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7、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24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延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议案1、议案2业经公司于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6

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延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卡、持股凭证和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

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

定代表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传

真或信函的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7月11日-2020年7月14日工作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24楼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室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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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本公告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中三路1号海王银河科技大厦24楼海王生物董事局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26980336� � � � � � �传真：0755-26968995

联系人：王云雷、戴伊元

邮编：518057

2、会议费用

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4、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证券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证券金融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约定购

回式交易专用证券账户等集合类账户持有人的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

规定进行。

5、同一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上方式重复投票的，

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备查文件

1、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局决议等；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八、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二）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三日

附件一、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078。

2、投票简称：海王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计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7月16日（星期四）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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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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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上午9:15-15:00的任意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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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修

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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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可根据获取的“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网址http://wltp.

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单位）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议案表决权，如没有作出指示，代理

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本单位）对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的委托投票指示如

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投票表决

该列打钩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延长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

2.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及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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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7月13日上午9:30在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

源大厦4层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6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1名，实际现场出席

董事8名。 董事吴元东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陶云鹏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董事郑毅由于工作原

因，不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罗涛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王强由于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会议，委托独立董

事胡北忠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陶云鹏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光伏项目的议案》。

（请详见刊登于2020年7月14日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光伏项目的公告》。 ）

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镇宁县董箐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关岭县光照水

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关岭县马马崖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 同时要求项目实际投资控制在概算范围内，力争在2020年

12月31日实现并网发电。

2、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请详见刊登于2020年7月14日巨潮资讯网

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董事的公告》。 ）

董事会同意增补黄成节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黄成节先生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3、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请详见刊登于2020年7

月14日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定于2020年7月30日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上述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第1项、第2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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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

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13日上午9:30在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

源大厦4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6日以书面形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5人，实际现场出席监

事5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奉波先生主持。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光伏项目的议案》。

（请详见刊登于2020年7月14日巨潮资讯网上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光伏项目的公告》。 ）

上述经监事会审议通过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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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经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定于2020年7月30日召

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下午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 月30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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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9:15-15:00�的任意

时间。

4、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本

通知所述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5、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7月23日

6、出席人员：

（1）2020年7月23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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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7、现场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4楼会议中心。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光伏项目的议案》；

2、《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上述议案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光伏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时间：2020年7月29日（星期三）9:00-11:30，14:00-17:00。

2、登记方式：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

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异

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根据《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融资融券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

等规定，投资者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所涉本公司股票，由证券公司受托持有，并以证券公司为名义持有人，登记于本公司

的股东名册。 有关股票的投票权由受托证券公司在事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条件下，以证券公司名义为投资者的利益行

使。 因此，参与融资融券业务的股东如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需要提供本人身份证，受托证券公司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

的书面授权委托书，以及受托证券公司的有关股东账户卡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

3、登记地点：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

信函登记通讯地址：贵州省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21层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管理部，信函

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邮编：550002；传真号码：0851-85218925。

四、其他事项

会议咨询：公司证券管理部

联系人：石海宏、李敏

电话号码：0851-85218943、85218944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网址：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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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039

2、投票简称：黔源投票

3、议案设置及意见表决

（1）议案设置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提案编码” 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光伏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2）对于以上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

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 月30日的交易时间， 即9:15-9:25、9:

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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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7月3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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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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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本人）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股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被委托人（签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起至本次股东会议结束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以下所有议案 √

1.00

《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投资光伏项目的议案》

√

2.00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日期：二〇二〇年月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002039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2020044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光伏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根据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展战略，为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

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盘江公司）拟投资建设镇宁县董箐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装机为15� 万千瓦，项目

总投资为57,274.33万元）、关岭县光照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装机为30� 万千瓦，项目总投资为108,760.80万元）、关

岭县马马崖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装机为30� 万千瓦，项目总投资为110,456.41万元），上述三个光伏项目的总投资

为276,491.54万元， 项目资金来源为北盘河公司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等。 目前上述光伏项目已经竞配成功， 全部纳入

2020年国家补贴竞价范围的项目名单。

2、2020年7月13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贵州北盘江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光伏项目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11名董事全票通过。审议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投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水利水电建设工程咨询贵阳有限公司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可研报告），贵州年日照时数

在988.9—1740.7h�之间， 平均为1220h， 年平均太阳总辐射在3,149.16MJ/㎡以上， 全省平均年总辐射为每平方米3,

615.72� MJ （相当于约124千克标准煤燃烧的热量）， 其中贵州省之西部和西南部最高， 年平均太阳辐射每平方米

4000MJ以上；北部最低，年平均太阳辐射在3300� MJ/㎡以下，其它地区在3300—4000MJ/m2之间。

（一）镇宁县董箐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

1、镇宁县董箐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装机容量为15万千瓦，本项目位于镇宁县良田乡，场址距董箐电站坝直线距

离约为5km，对外交通较为便利。

本项目建设区域太阳年总辐射为4,534.5MJ/㎡，项目建设区域的太阳能资源达到丰富等级，可进行太阳能资源的

开发利用。 光伏电站项目场址的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323.6小时， 日照时数大于6小时、3小时的天数多年平均分别为

118.1、174.7天。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区域的太阳能资源稳定度为0.48，太阳能资源很稳定，可进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2、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为57,274.33万元，静态投资为56,387.45万元。本项目单位千瓦静态投资3,734元/kW，单位千瓦动态

投资为3,763元/kW。

按运行期20年和上网电价0.4193元/kWh进行财务评价得出：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8.13%，高于资本金基

准收益率（8%），投资回收期（税后）12.51年。 因此，本项目财务评价可行。

3、资金来源

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30%，其余投资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二）关岭县光照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

1、关岭县光照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装机容量为30万千瓦，本项目场址距关岭县城直线距离约31km，距岗乌镇

直线距离约5.0km，有乡道（759）从场区西面通过，对外交通较为便利。

本项目建设区域太阳年总辐射为4,436.6MJ/㎡。 项目建设区域的太阳能资源达到丰富等级，可进行太阳能资源的

开发利用。 光伏电站项目场址的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323.6h， 日照时数大于6h、3h� 的天数多年平均分别为113.7� 和

168.1�天。 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区域的太阳能资源稳定度为0.42，太阳能资源稳定，可进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2、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为108,760.80万元，静态投资为106,758.74�万元。本项目单位千瓦静态投资3,526�元/kW，单位千瓦

动态投资为3,562元/kW。

按运行期20�年和上网电价0.4128�元/kWh�进行财务评价得出：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8.47%，高于资本金

基准收益率（8%），投资回收期（税后）12.34�年。 因此，本项目财务评价可行。

3、资金来源

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30%，其余投资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三)�关岭县马马崖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

1、关岭县马马崖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装机容量为 30�万千瓦，本项目场址距关岭县直线距离16.5km，距贵阳市

直线距离150km，X472县道从场区东侧通过，现有乡村道路到达光伏场区附近，对外交通较便利。

本项目建设区域太阳年总辐射为4,480.1MJ/㎡。 项目建设区域的太阳能资源达到丰富等级，可进行太阳能资源的

开发利用。 光伏电站项目场址的年平均日照时数为1,361.9�小时，日照时数大于6�小时、3�小时的天数多年平均分别为

113.7、168.1�天。 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区域的太阳能资源稳定度为0.42，太阳能资源稳定，可进行太阳能资源的开发利用。

2、投资估算及效益分析

本项目总投资为110,456.41万元，静态投资为108,437.16�万元。 本项目单位千瓦静态投资3,581元/kW，单位千瓦

动态投资为3,618元/kW。

按运行期20�年和上网电价0.4128�元/kWh�进行财务评价得出：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为8.14%，高于资本金

基准收益率（8%），投资回收期（税后）12.46�年。 因此，本项目财务评价可行。

3、资金来源

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30%，其余投资通过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上述光伏项目的相关数据均摘自《可研报告》。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

贵州省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很高，目前，基本已无可开发水电资源。 随着技术进步和单位投资成本下降，贵州可

开发的光伏新能源潜力增大，结合国家有关政策及贵州省发展规划，公司积极通过开发光电项目，可以充分利用水电调

节性能和送出、管理等优势，实现水光电互补，为公司的发展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

2、对外投资存在的主要风险及应对措施

（1）政策风险。新能源政策不断出新，新能源项目的开发、设计、建设及运营存在较多不确定性。公司将加大新能源

政策研究，紧密结合新技术，紧跟行业新动向，合理有效规避风险。

（2）若项目不能按期并网将面临电价降低的风险。拟通过选择有实力有经验的 EPC�总承包建设单位、选择资信业

绩好的监理单位等措施实现如期并网。

3、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盘江公司投资开发上述光伏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发展要求， 符合地方能源政策和发展规

划，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对优化公司新能源产业布局，实现规模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有

积极的提升作用。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镇宁县董箐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关岭县光照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关岭县马马崖水光互补农业光伏电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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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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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补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

责任。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7�月 13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增补黄成节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黄成节先生个人简

历附后），黄成节先生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黄成节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后，公

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经审核候选人的经历及相关背 景，我们认为黄成节先生不存在《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具备胜任董事职务的能力。

未发现其违反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情形，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认为市场禁入者且禁止尚未解除的情形，

也不存在其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之情形。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任

职条件。

公司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提名黄成节先生成为

公司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四日

附件：

黄成节先生简历

黄成节先生：39岁，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 历任重庆乌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业务主办，

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成都乌江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

部部长，投资发展部部长，法律事务部部长，总裁助理兼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现任重庆乌江实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董事。

黄成节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黄成节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 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未

受过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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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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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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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王四营乡黄厂路甲三号庞大双龙培训中心2楼A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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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58,906,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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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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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赵铁流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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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出席6人，马骧、廖朝晖 、郑挺、高志谦、史化三、林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解冬玲、曾红艳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暂时空缺；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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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8,257,559 98.9641 6,301,500 0.2129 24,347,676 0.823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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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558,710 99.1433 6,311,200 0.2132 19,036,825 0.6435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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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625,310 99.1455 6,234,900 0.2107 19,046,525 0.6438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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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635,010 99.1459 6,234,900 0.2107 19,036,825 0.6434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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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395,810 99.1378 6,474,100 0.2188 19,036,825 0.6434

6、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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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558,710 99.1433 6,301,500 0.2129 19,046,525 0.643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就间接债务融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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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558,710 99.1433 6,311,200 0.2132 19,036,825 0.643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为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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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2,536,410 99.1087 7,333,500 0.2478 19,036,825 0.643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因日常经营业务中为购车客户发生的消费信贷、融资租赁等提供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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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630,910 99.1457 6,239,000 0.2108 19,036,825 0.6435

10、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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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3,712,510 98.1354 6,873,000 0.4945 19,036,825 1.3701

11、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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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0,735,010 98.4165 6,234,900 0.3906 19,036,825 1.1929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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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2,894,710 99.1208 6,975,200 0.2357 19,036,825 0.6435

13、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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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568,410 99.1436 6,301,500 0.2129 19,036,825 0.643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4.01

《关于选举马骧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2,337,036,879 78.9831 是

14.02

《关于选举黄继宏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351,517,865 79.4725 是

14.03

《关于选举赵铁流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344,070,464 79.2208 是

14.04

《关于选举武成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4,236,256,369 143.1696 是

14.05

《关于选举刘铁良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4,656,304 0.1573 否

14.06

《关于选举庄信裕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343,989,959 79.2181 是

14.07

《关于选举廖朝晖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342,747,159 79.1761 是

14.08

《关于选举刘健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4,543,538 0.1535 否

14.09

《关于选举郑挺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1,892,939,686 63.9742 是

14.10

《关于选举万美娜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460,250,897 15.5547 否

14.11

《关于选举刘湘华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339,581,726 79.0691 是

14.12

《关于选举刘娅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2,338,678,726 79.0386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5.01

《关于选举王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554,659,639 86.3379 是

15.02

《关于选举陈东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2,555,584,284 86.3692 是

15.03

《关于选举林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556,371,270 86.3958 是

15.04

《关于选举李元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554,055,277 86.3175 是

15.05

《关于选举张维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2,554,080,970 86.3184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6.01

《关于选举汪栋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的议案》

2,554,763,422 86.3414 是

16.02

《关于选举张广浩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2,553,774,777 86.3080 是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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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董

事会工作报告》

1,446,100,359 97.9245 6,301,500 0.4267 24,347,676 1.6488

2

《公司2019年度监

事会工作报告》

1,451,401,510 98.2835 6,311,200 0.4273 19,036,825 1.2892

3

《公司2019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

1,451,468,110 98.2880 6,234,900 0.4222 19,046,525 1.2898

4

《公司2019年度财

务决算报告》

1,451,477,810 98.2886 6,234,900 0.4222 19,036,825 1.2892

5

《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1,451,238,610 98.2724 6,474,100 0.4384 19,036,825 1.2892

6

《公 司 独 立 董 事

2019 年 度 述 职 报

告》

1,451,401,510 98.2835 6,301,500 0.4267 19,046,525 1.2898

7

《关于公司2020年

度就间接债务融资

申请融资额度的议

案》

1,451,401,510 98.2835 6,311,200 0.4273 19,036,825 1.2892

8

《关于公司2020年

度为为子公司提供

担保余额的议案》

1,450,379,210 98.2142 7,333,500 0.4965 19,036,825 1.2893

9

《关于公司2020年

度因日常经营业务

中为购车客户发生

的消费信贷、融资租

赁等提供担保的议

案》

1,451,473,710 98.2884 6,239,000 0.4224 19,036,825 1.2892

10

《关于与关联方唐

山市冀东物贸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及下

属公司2020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额度预

计的议案》

1,359,847,510 98.1302 6,873,000 0.4959 19,036,825 1.3739

11

《关于与关联方斯

巴鲁汽车（中国）有

限公司及下属公司

2020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

案》

1,451,477,810 98.2886 6,234,900 0.4222 19,036,825 1.2892

12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450,737,510 98.2385 6,975,200 0.4723 19,036,825 1.2892

13

《关于变更公司注

册资本暨修订公司

章程》

1,451,411,210 98.2841 6,301,500 0.4267 19,036,825 1.2892

14.01

《关于选举马骧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857,799,679 58.0870

14.02

《关于选举黄继宏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869,154,951 58.8559

14.03

《关于选举赵铁流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861,707,550 58.3516

14.04

《关于选举武成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2,753,893,455 186.4834

14.05

《关于选举刘铁良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4,656,304 0.3153

14.06

《关于选举庄信裕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861,627,045 58.3461

14.07

《关于选举廖朝晖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861,309,959 58.3247

14.08

《关于选举刘健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4,543,538 0.3076

14.09

《关于选举郑挺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411,502,486 27.8654

14.10

《关于选举万美娜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456,180,183 30.8908

14.11

《关于选举刘湘华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857,218,812 58.0476

14.12

《关于选举刘娅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857,260,812 58.0505

15.01

《关于选举王都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72,502,439 72.6258

15.02

《关于选举陈东升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董 事 的 议

案》

1,073,427,084 72.6884

15.03

《关于选举林伟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74,214,070 72.7417

15.04

《关于选举李元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71,898,077 72.5849

15.05

《关于选举张维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1,071,923,770 72.5867

16.01

《关于选举汪栋为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监事的议案》

1,072,606,222 72.6329

16.02

《关于选举张广浩

为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1,071,617,577 72.5659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表决议案中8、9、13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0、11

一、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丽萍、李北一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

代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300560

证券简称：中富通 公告编号：

2020-053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移动福建南平分公司签署重要业务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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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风险提示

特别提示：

1、该项目合同履行存在未能在合同期限内进行项目交付、收款不及时、验收不合格、保修期内考核分数不达标导致

尾款无法收回等不确定性因素的风险。

2、合同的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影响造成的风险。

3、本协议所涉及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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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签署合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南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移动福建公司” ）签署了《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南平市级）》、《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建瓯市）》、《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邵武市）》、《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

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光泽县）》合同（以下统称“雪亮工程合同” ），上述合同合计金额为5,374万元（含税）。 现根据

相关规定将合同情况公告如下：

二、合同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南平分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晓峰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南平市中山路1号

主营业务：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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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

培训活动）；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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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类似交易情况：

（1）公司与中国移动及福建公司近三年业务情况：

单位：万元

近三年

公司与中国移动

的业务规模

占相关业务的比重

公司与中国移动

福建公司的业务规模

占相关业务的比重

2017年 11,520.12 29.53% 7,414.29 19.00%

2018年 14,256.96 26.00% 8,040.00 14.66%

2019年 24,689.67 34.60% 12,608.89 17.67%

（2）预计合同年限内对公司收入和利润的影响：

合同年限

预计业务规模（万

元）

占2019年总收入

（%）

预计贡献利润（万

元）

占2019年总利润

（%）

2020.7.10-2020.10.30 4880.23 6.84% 563.67 7.45%

（3）履约能力分析：中国移动福建公司为四大运营商之一的中国移动的福建分公司，信用状况良好，经济实力较好，

支付能力较强。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南平市级）》

合同名称：《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南平市级）》

服务范围：货物采购、建设前端视频监控建设、社会监控资源整合建设、网络传输系统建设、数据云存储系统建设、公

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建设、安全系统建设、机房及配套工程建设、特殊建设、综治中心建设等；

合同价格：1,290.65万元（含税）

结算方式：按工程进度结算

签署时间：2020年7月10日

交付期限：2020年10月30日

保修期：60个月

违约责任：公司未按合同期限完成交付，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部分款含税总值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违约总额不

超过合同含税总金额的10%），逾期超过3周，中国移动福建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合同含税总金额20%的

违约金。

2、《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建瓯市）》

合同名称：《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建瓯市）》

服务范围：货物采购、建设前端视频监控建设、社会监控资源整合建设、网络传输系统建设、数据云存储系统建设、公

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建设、安全系统建设、机房及配套工程建设、特殊建设、综治中心建设等；

合同价格：1,683.99万元（含税）

结算方式：按工程进度结算

签署时间：2020年7月10日

交付期限：2020年10月30日

保修期：60个月

违约责任：公司未按合同期限完成交付，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部分款含税总值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违约总额不

超过合同含税总金额的10%），逾期超过3周，中国移动福建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合同含税总金额20%的

违约金。

3、《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邵武市）》

合同名称：《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邵武市）》

服务范围：货物采购、建设前端视频监控建设、社会监控资源整合建设、网络传输系统建设、数据云存储系统建设、公

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建设、安全系统建设、机房及配套工程建设、特殊建设、综治中心建设等；

合同价格：1,392.75万元（含税）

结算方式：按工程进度结算

签署时间：2020年7月10日

交付期限：2020年10月30日

保修期：60个月

违约责任：公司未按合同期限完成交付，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部分款含税总值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违约总额不

超过合同含税总金额的10%），逾期超过3周，中国移动福建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合同含税总金额20%的

违约金。

4、《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光泽县）》

合同名称：《南平市公共安全视频监控建设联网应用项目（光泽县）》

服务范围：货物采购、建设前端视频监控建设、社会监控资源整合建设、网络传输系统建设、数据云存储系统建设、公

共安全视频共享平台建设、安全系统建设、机房及配套工程建设、特殊建设、综治中心建设等；

合同价格：1,007.11万元（含税）

结算方式：按工程进度结算

签署时间：2020年7月10日

交付期限：2020年10月30日

保修期：60个月

违约责任：公司未按合同期限完成交付，每逾期一日按逾期部分款含税总值的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违约总额不

超过合同含税总金额的10%），逾期超过3周，中国移动福建公司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公司支付合同含税总金额20%的

违约金。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新签订“雪亮工程合同”采购项目，有助于丰富公司业务结构、有助于公司向数据平台建设及运营领域的拓展，

有助于公司在“雪亮工程” 、终端集成等项目业务上积累宝贵经验、有助于持续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为后续经营发展提

供有力保障。

上述合同的签订，将对公司2020年度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积极影响。 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

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交易对手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属于公司的日常经营合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

了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无需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深交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有关规定，及时以临时报告形式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七、备查文件

1、相关合同文本。

中富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

2020－040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向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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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2017年，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落实在浆纸领域“三相联动” 战略，推动公司芬兰

Boreal� Bioref生物炼化厂（纸浆厂）项目落地，参与设立了丝维林浆产业管理公司（Silvi� Industries� Management� S.

a.r.l，以下简称“丝维管理公司” ）。 为满足丝维管理公司经营及发展的资金需要，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参股公司丝维林浆产业基金管理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向丝维管

理公司提供不超过150万欧元的财务资助，用于丝维管理公司的设立以及后续投资项目的开发、资金募集等工作的费用

开支，借款期限为一年。公司已于2017年7月向丝维管理公司提供了上述借款。经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分别于2018年、2019年对上述财务资助事项进行了展期。 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 com.cn） 刊登的2017－016号、2018－057号、

2019－055号公告。 本次财务资助已于2020年7月12日到期，丝维管理公司未能按期归还。

二、未能按期归还的原因

丝维管理公司致力于浆纸领域投资项目的开发， 目前正在积极推进公司的芬兰Boreal� Bioref生物炼化厂 （纸浆

厂）项目落地，但因项目进度晚于预期计划，丝维管理公司尚未产生收益。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已于2020年6月18日向丝维管理公司发送《提示函》，要求该公司按时还款，并正在与丝维管理公司及该公司

其他股东就开展质押丝维管理公司资产、债权转换为股权等方案进行协商。公司将根据协商情况，结合公司芬兰Boreal�

Bioref生物炼化厂（纸浆厂）项目推进情况，采取包括法律手段在内的措施，督促债务人尽快履行偿还义务，维护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权益。

公司一直参与、监督丝维管理公司的运营，密切监控其财务状况。公司将继续按照风险控制体系的要求，加强对丝维

管理公司的监督管理。

四、风险提示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财务资助主要用于公司芬兰Boreal� Bioref生物炼化厂（纸浆厂）项目及其他投资项目的开发、资金募集等

工作的费用开支， 丝维管理公司持有芬兰Boreal� Bioref生物炼化厂 （纸浆厂） 项目业主芬兰北方生化公司（Boreal�

Bioref� Ltd.）51%股权以及债权。 芬兰Boreal� Bioref生物炼化厂（纸浆厂）项目已于2019年6月12日取得环境许可和水

许可，具备开工建设的条件，相关产业和财务投资人已表达了投资意向。 公司目前正在加紧推动并配合潜在产业投资人

进行项目技术、经济及市场可行性的论证工作。该项目如能实现融资关闭，丝维管理公司将具备偿还能力，但由于该项目

实现融资关闭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

2、目前丝维管理公司没有对外提供担保，最近一年不存在大额债务逾期记录，不存在因债务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

仲裁情况。

3、本次财务资助逾期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比例较小，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及时披露本次财务资助逾期事项的进展情况，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

2020-032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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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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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损：2,160.43万元—2,808.56万元 盈利：9,605.97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0.06元/股—0.08元/股 盈利：0.28元/股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新冠肺炎疫情在较大程度上延缓了公司业务的实施、交付、验收等进度。另外，2019年3月，公司子公司大连

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所” ）完成增资扩股事宜，增资完成后，公司不再是大金所的控股股东，不再

将大金所纳入合并范围，所持股权按公允价值重新计量产生的利得金额较大，该利得系非经常性损益。 综上，公司本报告

期较上期业绩变动较大。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审计，是公司初步估算的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0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657

证券简称：中科金财 编号：

2020-031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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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0年7月13日在公司天枢会议

室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7日以电话、邮件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由董事长朱烨东主持，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9名，出席董事9名，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经公司2020年3月9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住所由“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9号唯实大厦1006室”

变更为“北京市朝阳区安翔北里甲11号院1号楼9层901室” ，目前，基于公司业务发展需要，本次会议同意公司住所变更

为“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9号汇智大厦11层2单元1201B室” ，并根据上述公司住所的变更，对《公司章程》相应内容进行

修改，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相关事宜。

最终变更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详见2020年7月14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 有关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的事宜，公司董事会将按有关

程序另行通知。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金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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