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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19

证券简称：艾格拉斯 公告编号：

2020-068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部分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巨龙控股关

于所持公司股份部分解除质押情况的通知，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及《公司章程》要求，对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1、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的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巨龙控股 是 15,000,000 23.18% 0.82% 2017年9月7日 2020年9月11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 15,000,000 23.18% 0.82% - - -

2、股东股份累计的质押情况

截至2020年9月14日，该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质押/冻结

/拍卖等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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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售和冻结

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巨龙文化 35,000,000 1.91% 35,000,000 100.00% 1.91% 0 0% 0 0%

巨龙控股 64,700,720 3.52% 49,628,891 76.71% 2.70% 0 0% 0 0%

吕仁高 51,400,929 2.80% 30,000,000 58.36% 1.63% 0 0% 0 0%

吕成杰 25,620,300 1.40% 25,619,997 100.00% 1.40% 0 0% 0 0%

合计 176,721,949 9.63% 140,248,888 - 7.64% 0 0% 0 0%

注：公司于2018年8月16日至2019年6月28日期间实施股份回购。根据相关规定，计算相关股份比例

时，总股本应当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 上表中“占公司总股本比例（%）”计算分母为扣

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后的总股本，即1,836,397,331股。

二、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

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艾格拉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90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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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13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博深股份有限公司向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716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

公司向汶上县海纬进出口有限公司发行45,468,090股股份、 向张恒岩发行7,618,550股股份事项

已于2020年8月26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相关股份已于2020年9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详见公司于2020年9月7日披露的《关于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购买资产股票发行情况暨上市

公告书》等公告。 上述股份发行完毕后，公司总股本由437,738,511股变更为490,825,151股。

公司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并取得了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变更情

况如下：

一、注册资本变更情况

变更前：公司注册资本为肆亿叁仟柒佰柒拾叁万捌仟伍佰壹拾壹元整

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肆亿玖仟零捌拾贰万伍仟壹佰伍拾壹元整

二、新营业执照内容

名称：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10070096429XC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陈怀荣

注册资本：肆亿玖仟零捌拾贰万伍仟壹佰伍拾壹元整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14日

住所：石家庄高新区长江大道289号

经营范围：人造金刚石及制品、粉末冶金制品、电动工具及配件、轨道交通装备零配件、制动盘、闸

片、闸瓦、摩擦材料及制品的生产、销售、维修及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经营本企

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及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制和禁止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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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博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20-077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

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姜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6日披露《关于控股股东

减持比例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72），2020年3月12日至2020年8月24日期间姜伟先生通

过集中竞价方式及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共减持15,368,445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9%。 具体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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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载的相关公

告。 上述超过1%的部分股数为1,256,445股。

近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姜伟先生通知，2020年8月25日至2020年9月11日， 姜伟先生通过大宗交易

及集中竞价方式减持15,341,601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09%；累积2020年8月26日披露的《关

于控股股东减持比例达到 1%的公告》中超过1%的1,256,445股，合计减持16,598,046股公司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1.18%。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姜伟

住所 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0年8月24日至2020年9月11日

股票简称 贵州百灵 股票代码 002424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A股 1,659.8046 1.18

合 计 1,659.8046 1.18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不适用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姓名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姜伟

合计持有股份 66,945.9672 47.44 65,245.3571 46.23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5,346.6277 10.87 13,646.0176 9.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51,599.3395 36.56 51,599.3395 36.56

姜勇

合计持有股份 15,597.1200 11.05 15,597.1200 11.05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3,899.2800 2.76 240.2800 0.17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697.8400 8.29 15,356.8400 10.88

上述一致行动人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82,543.0872 58.49 80,842.4771 57.2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

份

19,245.9077 13.64 13,886.2976 9.84

有限售条件股份 63,297.1795 44.85 66,956.1795 47.45

注：有限售条件股份系因姜伟先生、姜勇先生担任本公司董事长、董事而产生的高管锁定

股。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否□

2020年7月21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姜伟先生计划在未来3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2,336,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比例不超过3%），其中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

司股份不超过14,112,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8,224,0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不超过2%）。

截止2020年9月11日， 姜伟先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10,441,901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74%；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6,564,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47%；合计累计减持17,006,

1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1%。

本次减持情况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目前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表决权让渡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7.�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 不适用

8.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严格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

2、姜伟先生未做出过最低减持价格承诺。

3、姜伟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姜伟先生本次减持所获资金用于偿还股票质押负债，

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424

证券简称：贵州百灵 公告编号：

2020-078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持

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机构为申

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 ），申万宏源原委派保荐代表人刘强先生和

王兴川先生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公司于近日收到申万宏源出具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更换贵州百灵企业集

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王兴川先生因辞职原因，不再继续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责任，申万宏源委派保荐代表人荆大年先生接

替王兴川先生继续履行公司的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不会影响申万宏源对公司保荐的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变更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刘强先生和荆大年先生，持续

督导期至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完为止。

荆大年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4日

附件：荆大年先生简历

荆大年，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曾参与新安洁环境卫生股份有

限公司精选层挂牌项目、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再融资项目、重庆悦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

债券项目、重庆市永川区惠通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债项目、重庆市万盛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公司债项目、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新三板项目等，具有较为丰富的投资银行工作经验。

证券代码：

300520

证券简称：科大国创 公告编号：

2020-61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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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8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

关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23329328P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文曲路355号

法定代表人：董永东

注册资本：249,515,065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11月06日

营业期限：2000年11月06日至2050年11月05日

经营范围：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云计算大数据研发与服务；计算机软硬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相关

技术服务；电子和信息及其他新技术研发、转让及产品生产、销售；自动控制、安全防范、智能楼宇、智能

交通、公路交通机电工程和建筑智能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智能汽车相关的技术及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运营服务；互联网技术服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互联网接入服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

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图书、电子出版物的批发与零售；信息工

程咨询、监理、培训及服务。上述产品的批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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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科大国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225

证券简称：

*ST

松江 公告编号：临

2020-072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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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进程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发布了《天津松江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31），拟通过天津

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朗科技” ）

部分股权，后续相关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28日、6月29日、7月25日发布的临

2020-038号、2020-047号、2020-052号公告。

2020年8月14日，公司发布《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子公司部分股权并配合

子公司增资信息预披露暨重大资产出售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0-058）。

公司拟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持有的卓朗科技部分股权调整为公司拟公开

转让其持有的卓朗科技10,675万元注册资本（对应卓朗科技61%的股权）（以下简称“本

次转让” ），同时由卓朗科技以公开方式寻求新的投资人进行增资（拟增加注册资本金13,

500万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 ）（以下合称“本次交易” 、“本次重组” ）。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根据标的公司历史期的财务数据之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自首次披露《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

产出售的提示性公告》以来，公司积极组织各方对卓朗科技进行尽职调查，论证本次重组

方案，推进控股股东方的国资审批流程，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积极推进审计、评估（或估值）等工作。

2020年8月13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子公司

部分股权并配合子公司增资信息预披露的议案》，同意公司转让持有卓朗科技61%股权事

项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信息预披露，配合卓朗科技增资，并配合卓朗科技增资事项在天津

产权交易中心信息预披露。 8月17日，公司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预披露本次转让。 同日，

卓朗科技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预披露本次增资。 上述事项仅为信息预披露，不构成交易

要约，目的在于征寻意向受让方，最终交易方、成交价格、支付方式等交易主要内容目前尚

无法确定。

公司将继续推进本次重组，在本次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审批备案程序履行完毕后， 适时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正式披露本次转让及本次增资，公

告本次重组相关预案。 根据最新进度情况，公司预计不晚于2020年9月底之前披露本次交

易的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预案）等相关文件。

三、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日，本次重组事项尚需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需履行

必要的国资审批程序等，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交易拟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挂牌方式确定交易对方及交易价格，故本次

交易的交易对方及交易价格具有不确定性，将以最终公开挂牌结果为准。

（三）本次交易尚不能确定是否构成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挂牌结果依法履行相关决

策、审批程序，涉及关联方需回避表决。

（四）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已将公司及公司控股子

公司天津松江团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列为被执行人（案号：2020津02执705号），具体情况

详见公司于同日发布的《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73）。 如公司持有的卓朗科技80%股权因前述案件被查封、司法拍卖，将导致本次

重组无法顺利实施。 同时，公司还将持续关注相关质押、冻结及司法执行事项，如相关事项

对于本次交易实施产生实质性障碍，则本公司将及时公告终止本次交易事项。

（五）本次重组能否最终成功实施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指引》（上证发〔2019〕122号）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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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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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尚未开庭、执行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被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本次诉讼公告诉讼事项涉案金额共计384525327.23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尚未开庭审理案件，对本公司的影响具有不

确定性，公司尚无法判断该部分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已经法

院判决案件， 后续公司将根据法院判决执行情况和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以日后实际发生额为准。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近期涉及诉讼事项的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松江恒泰与天津安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

近日，公司收到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天津安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起诉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松江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民事起

诉状》及传票等相关材料。 截至本公告日，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开庭时间：2020年10月12日

诉讼机构名称：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诉讼机构所在地：天津市

诉讼当事人：

原告：天津安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被告一：天津松江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被告二：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诉讼的事实、理由、请求

1、主要事实与理由：

原告承建天津松江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发包的“东疆港项目休闲街” 项目工程，

因天津松江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按期支付工程款，故向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2、原告诉讼请求：

①请求判令被告一天津松江恒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支付欠付工程款

67378215.84元，违约金33263004.00元，利息11600195.39元，并要求被告天津松江恒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67378215.84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LPR）支付自2020年8月1日至全部款项付清之日止的利息；

②请求判令被告二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对诉讼请求第一项中天津松江恒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支付的全部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③本案诉讼费用、保全费等费用全部由二被告承担。 以上各项暂总计为112241415.23

元。

二、公司、松江团泊与天津招胜房地产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近日，公司通过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获悉，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公司、公司

控股子公司天津松江团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松江团泊” ）列为被执行人。 截至目

前，公司、松江团泊尚未收到关于上述列为被执行人的法院文书资料。经内部核查并与天津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求证获悉，公司、松江团泊列为被执行人系因其与天津招胜房地产有

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天津招胜房地产有限公司（已更名为“招商蛇口（天津）有限公司” ）因与公司、松江

团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事实、诉讼请求及前期

进展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7月11日、2020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披露的《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临2020-049）、《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20-054）。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1、公司、松江团泊被执行诉讼保全措施的情况

本次诉讼案件天津招胜房地产有限公司申请了财产保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出

具《民事裁定书》（2019）津02民初701号，裁定查封、冻结松江团泊、公司银行存款人民币

313273189.64元或查封扣押、冻结其等值财产。 根据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协

助执行通知书》（2019）津02执保261号相关资料，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保全措施

具体如下：

①被冻结的股权情况

冻结公司持有的天津恒泰汇金融租赁有限公司75%的股权、天津卓朗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80%的股权、 天津招江投资有限公司23%的股权、 天津松江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冻结期限三年。

②被冻结的银行账户情况

公司

名称

序

号 开户行 账号

账户余额

（元）

天津松江团泊

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1 农业银行 0201************* 2575.19

2 工商银行 0302*************** 5131.60

3 工商银行 0302*************** 77724.67

4 邮政邮储银行 9120************** 152947.94

5 邮政邮储银行 9120************** 2042601.03

6 邮政邮储银行 9120************** 1683695.95

7 邮政邮储银行 9120************** 53847.38

8 邮政邮储银行 9120************** 383899.63

9 建设银行 1205***************_* 3316884.64

10 中信银行 8111**************_****** 460.88

天津松江股份

有限公司

1 工商银行 0302************** 16771.05

2 工商银行 0302************** 107182.15

3 中信银行 8111**************_****** 8128.42

总计 7851850.53

③被冻结的应收款情况

冻结天津招江投资有限公司应付给公司的款项，以人民币313273189.64元为限，未经

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许可禁止向公司支付，冻结期限三年。

④被查封的不动产情况

查封公司名下位于空港经济区华睿广场共计220套不动产、位于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

10号（2）幢共计14套不动产；查封松江团泊名下位于静海区团泊新城西区、团泊大道西侧

的盛湖园、位于静海县团泊镇水库大堤东侧、水库局水站南侧的芳湖园、位于静海区团泊村

北、水库大坝东侧的芳湖园共计59套不动产；查封公司名下位于东丽区卫国道南侧雪莲北

里共计7套不动产；查封公司名下位于空港经济区中心大道华盈大厦共计161套不动产。 上

述不动产查封期限均为三年。

2、公司、松江团泊被列为被执行人的情况

①被执行人名称：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时间：2020年09月07日

案号：（2020）津02执705号

执行标的：272283912

②被执行人名称：天津松江团泊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执行法院：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立案时间：2020年09月07日

案号：（2020）津02执705号

执行标的：272283912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上述尚未开庭审理案件，对本公司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尚无法判断该部分诉讼

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已经法院判决案件，后续公司将根据法院判

决执行情况和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其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影响以日后

实际发生额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案件后续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1、（2020）津03民初1243号案件《民事起诉状》及传票等相关资料；

2、《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津02执保261号等相关资料；

3、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被执行人的查询记录。

特此公告。

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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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5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十一科技中标重大工程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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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太极实业” ）子公司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

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十一科技” ）于近日收到大唐智华（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招标人，项目

业主）发来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十一科技为大唐智华（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云-邛崃IDC项

目的EPC中标单位。 现将中标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概况

1、项目业主：大唐智华（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大唐智华（深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国云-邛崃IDC项目；

3、中标单位：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4、中标项目地点：成都市邛崃市牟礼镇。

5、中标范围：

项目新建办公楼一栋、数据中心楼四栋及其配套设施，满足8000台机柜使用需求，总建筑面积约为

115559平方米，工作范围包括数据中心和运维办公楼的土建工程、机电工程、装饰工程、室外硬化绿化等

工程的设计和施工。

6、中标价：中标金额约1,090,114,650.33元（壹拾亿玖仟零壹拾壹万肆仟陆佰伍拾圆叁角叁分）

7、中标工期：2020年9月30日开工，至2021年8月30日工艺设备搬入。

8、中标质量：合格

二、项目执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的成功中标体现了子公司十一科技在数据中心工程领域的EPC总包优势， 项目的顺利实施

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项目业主尚未与十一科技就本项目正式签订合同，因此该项目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本项目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无锡市太极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5日

股票代码：

000620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

2020-062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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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90.17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0.11%（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对资

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请投资者充分关

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要，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间接持

有的全资子公司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宁童梦乐园” ）、长沙新华联

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铜官窑” ）、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投资管理” ） 及公司控股的北京锦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京锦亿园林” ）分别与海尔金融保理（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尔金

融保理” ）签署《云单业务合作协议》（以下简称“主合同” ），向供应商开具债权债务凭证

（即“云单” ），通过云单业务平台向海尔金融保理申请融资，申请融资额度为人民币共计

14,000万元，其中西宁童梦乐园申请融资额度5,000万元，长沙铜官窑申请融资额度4,500

万元，芜湖投资管理申请融资额度4,000万元，北京锦亿园林申请融资额度500万元。 融资

期限1年。

公司及公司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崇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崇基” ）、

天津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新华联” ）、惠州市新华联嘉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新华联” ）就上述融资事项与海尔金融保理签署《最高额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函》，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同时，新崇基与海尔金融保理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以

其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公司分别于2020年6月16日及2020年7月9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对2020年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级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额度进行了合

理预计，预计为资产负债率70%（含）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100

亿元，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50亿元，合计预

计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亿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宁童梦乐园、长沙铜官窑、

芜湖投资管理和北京锦亿园林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本次担保前，公司为西宁童梦乐

园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78亿元， 本次担保后， 公司为西宁童梦乐园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3.28亿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长沙铜官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9.37亿元，本次担保后，公

司为长沙铜官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39.82亿元；本次担保前，公司为芜湖投资股管理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8.85亿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芜湖投资管理提供的担保余额为9.25亿元；本次

担保前，公司为北京锦亿园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58亿元，本次担保后，公司为北京锦亿

园林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63亿元；此次获批的资产负债率70%（含）以上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98.60亿元，资产负债率70%以下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43.20亿元。 上述担保涉及的金额

在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提供担保额度范围内，根据深交所相关规定，

上述担保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年度担保

授权总额

已使用

担保额

度

本次使

用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后

授权担保余

额

此次担保额度

占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联

担保

公司、 新崇

基、天津新华

联、惠州新华

联

西宁童梦乐园 100% 87.74%

1,500,000 68,000

5,000

1,418,000

0.68%

否

长沙铜官窑 100% 93.51% 4,500 0.61%

芜湖投资管理 100% 94.46% 4,000 0.54%

北京锦亿园林 91% 92.43% 500 0.07%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西宁新华联童梦乐园有限公司

住所：湟中县多巴镇黑嘴村

成立日期：2017年6月2日

法定代表人：何伟

注册资本：50,000万元

经营范围：儿童室外游乐设备经营；儿童室内游乐服务；儿童社会模拟体验服务；儿童

用品、儿童玩具、儿童游乐设备租赁服务；餐饮服务；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儿童服饰、保

健用品、影像制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批发、零售；境内文

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策划；图文设计、制作；儿童用品设计、研发；动漫设计、制作；大型庆

典、公关活动筹备、策划、组织；文艺创作；会议会展及参观服务；健身服务(筹建)；摄影服务；

儿童乐园及海洋馆技术服务及相关产品设计；儿童教育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

形象策划；物业管理服务；品牌策划；网站建设、维护；票务管理；园区门票及套票销售；酒店

开发及管理(筹建项目)；投资管理；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销售；剧场经营管理；演出经纪；

营业性演出；技术推广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剧场出租；广告发布；体育场馆经营管理(筹建)；

商业运行管理；停车服务；进出口商品贸易；住宿及餐饮服务；主题乐园的开发、建设和经

营；娱乐商品设计、委托加工；日用百货、旅游纪念品、文具用品、工艺美术品、贵金属制品、

食品、饮料、服装服饰、玩具、珠宝首饰、体育用品、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的零售、批发；酒吧；

儿童娱乐游艺机(赌博机和博彩机除外)；园区的导游服务；建设、经营海洋动物馆及游乐服

务(水族工程相关的设计、制作、安装)；水生、野生动物驯养(展览展示、科普教育)；经营利用

水生、野生动物(展览展示、驯养展演、科普教育、观赏鱼类零售批发)；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

驯养(观赏)；经营利用室内萌宠小动物(展示展览、驯养展演、科普教育、零售批发)；潜水表

演；提供与上述经营项目有关的咨询服务。

股权关系：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华联儿童乐园有限公司持有西宁童梦乐园60%的股权，

公司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西宁新华联置业有限公司持有西宁童梦乐园40%的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西宁童梦乐园资产总额292,776.95万元，负债总额

251,607.8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5,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4,641.16万元），净

资产41,169.13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4,808.64万元，利润总额-8,622.46万元，净利润

-8,622.46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西宁童梦乐园资产总额280,747.10万元，负债总额

246,331.40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5,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20,551.40万元），净

资产34,415.71万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5,436.48万元，利润总额-6,753.42万元，净利

润-6,753.42万元。

西宁童梦乐园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长沙市望城区铜官街道铜官窑路1号铜官窑古镇游客服务中心2楼

成立日期：2013年5月20日

法定代表人：张春华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旅游景区规划设计、开发、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组织；文物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影院管理；教育管理；商业管理；酒店管理；展览馆；美术馆；营业性文艺表演；

游乐园；水上旅游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城镇化建设；商业活动的组织；

商业活动的策划；培训活动的组织；艺（美）术创作服务；住宿；票务服务；物业管理；停车场

运营管理；办公服务；正餐服务；饮料及冷饮服务；小吃服务；体育场馆；健身服务；文化及日

用品出租；公寓管理；美容服务；理发服务；美甲服务；足疗；保健按摩；瑜伽保健（不含医疗

诊断）；保龄球服务；台球服务；飞镖服务；棋牌服务；婚庆礼仪服务；射箭馆场服务；水上游

乐运动；娱乐场所经营；儿童室内游戏；舞蹈辅导服务；音乐辅导服务；文化、体育用品及器

材、预包装食品、散装食品、烟草制品、百货、进口酒类、国产酒类的零售。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长沙铜官窑100%的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长沙铜官窑资产总额911,849.74万元， 负债总额

833,094.52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38,479.1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20,847.35万元），净

资产78,755.23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53,157.66万元，利润总额-20,396.91万元，净利润

-21,504.39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长沙铜官窑资产总额872,297.55万元，负债总额

815,728.6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35,454.4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77,307.81万元），净

资产56,568.91万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6,889.40万元， 利润总额-22,186.32万元，净

利润-22,186.32万元。

长沙铜官窑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芜湖新华联文化旅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芜湖市鸠江区老街项目DK09-1#院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20日

法定代表人：李茂海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文化旅游产业投资管理、旅游景区开发、建设、经营，园林设计，园林养护，景

区安装维修服务，旅游景区园林规划、设计及施工；工艺品研发、制作、销售，会务服务，旅游

活动策划，旅游商品开发销售，旅游景区配套设施建设，景区游览服务，旅游项目投资，物业

管理；房屋租赁，商业运营管理，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位租赁，票务服务，餐饮服

务、小吃服务、管理，住宿服务，酒店管理，承办文艺演出，自有场地租赁，文化产业投资，文

化产业化商业运营管理，休闲娱乐服务，承办展览展示，停车场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旅游服务、文化

艺术品展示及销售(除文物)、翻译服务、婚庆礼仪服务、商务信息咨询(涉及前置许可证的除

外)，企业管理咨询，汽车租赁，文化创意产品销售，家具、玩具销售，盆景、花卉、苗木、草坪

种植及销售，假山、雕塑制作及销售，烟、酒零售，食品、饮料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散装

食品、鲜花、服装、日用百货、建筑材料、机电设备销售，食品网络销售，水上游乐服务，文体

活动组织，停车场运营管理，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组织，文物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览馆、

美术馆、博物馆、书院、文庙节庆展览展示活动，酒吧服务；娱乐服务；设备租赁；景区的运

营、管理、活动策划组织；餐饮文化交流活动策划。

股权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新华联置地有限公司持有芜湖投资管理100%的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芜湖投资管理资产总额374,961.17万元，负债总额

353,990.1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1,47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02,632.06万元），净

资产20,970.95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13,010.53万元，利润总额3,568.83万元，净利润3,

823.05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芜湖投资管理资产总额373,150.63万元，负债总额

352,468.63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71,47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303,927.47万元），净

资产20,682.00万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9,167.39万元，利润总额-180.82万元，净利润

-288.95万元。

芜湖投资管理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北京锦亿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台湖村迤西（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7幢407

成立日期：2014年4月10日

法定代表人：洪斌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城市园林绿化；园林景观设计；销售建筑

材料、苗木、花卉、新鲜蔬菜、新鲜水果；建筑清洁服务；产品设计；花卉租摆；种植花卉；林木

育苗。

股权关系：公司持有北京锦亿园林91%的股权，公司非关联自然人黎波持有北京锦亿

园林9%的股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北京锦亿园林资产总额207,335.29万元，负债总额

193,498.04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7,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67,698.04万元），净资

产13,837.25万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32,903.25万元， 利润总额3,539.56万元， 净利润2,

701.21万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北京锦亿园林资产总额182,505.52万元，负债总额

168,690.55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26,000.00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2,890.55万元），净资

产13,814.96万元；2020年1-6月营业收入2,180.18万元， 利润总额-25.98万元， 净利润

-22.29万元。

北京锦亿园林未进行过信用评级，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新崇基、天津新华联、惠州新华联就上述融资事项与海尔金融保理签署《最高

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函》，为本次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

于开单人应付的应收账款回收款、回购价款、费用、违约金等应付款项，实现债权的费用以

及其他所有应付款项。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同时，新崇

基与海尔金融保理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以其名下部分不动产提供抵押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子公司开展云单业务，有助于拓展线上支付手段，节省人工及时间成本，且云单通

过多种技术风控手段，可为企业资金提供多重保障。 西宁童梦乐园、长沙铜官窑、芜湖投资

管理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北京锦亿园林91%的股权，并在董事会成员占多数，对

其日常经营和重大事项决策具有绝对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与管理，因此

北京锦亿园林本次融资事项由公司提供担保。上述公司均为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未来能获得持续的现金流，具备较强债务偿还能力，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

了满足公司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的融资担保，符合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正常需要。 本次担保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

120号）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90.1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240.11%。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 除上述情况以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相关协议文本；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9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