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为中欧明睿新起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欧基金” ）与北京创金启富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金启富” )签署的代销协议和相关业务准备

情况， 中欧基金决定从2015年1月21日起增加创金启富为中欧明睿新起点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000）的代销机构。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其招募说明书、基金合

同以及其他相关公告。

自2015年1月21日起， 投资者可以通过创金启富办理上述基金开户、认

购、申购、赎回等业务。 业务办理的具体事宜请遵从创金启富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5irich.com

客服电话：400-6262-818

2、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址：www.lcfunds.com

客服电话：400-700-9700、021-68609700

特此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1月21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东方财富（

300059

）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东方财富（股票代码：300059）股票因重大事项连续停牌，为使本基

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告）的要

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5年1月20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东方财富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

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

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1-21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所持掌趣科技（

300315

）

估值调整的公告

鉴于掌趣科技（股票代码：300315）股票因重大事项连续停牌，为使本基

金管理人旗下相关基金的估值公平、合理，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

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2008]38�号公告）的要

求，经与托管行和会计师事务所协调一致，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决定自

2015年1月20日起对公司旗下基金持有的掌趣科技股票按指数收益法进行调

整。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

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1-21

证券代码：

000421

股票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

2015-02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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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漏。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南京中北” ）于2014年11月26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4]1224号《关于核准南京中北(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公司

向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177,929,151�股股份、向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发行 1,720,488�股股份、向南京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688,195�股股份购买相

关资产； 同时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1,320,755�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

金。 详见公司2014年11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69）。

鉴于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将满六十日， 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尚未完全实施完

毕，因此，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

说明如下：

截至目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标的公司股权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 南京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于2015年1月4日核准了华润燃气的股东变更，1月12日核准了港华燃气的股东变更。 详见公司

2015年1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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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1）。

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组织实施配套募集资金相关事宜,后续公司将在募集资金到帐后，办理验资、股

份登记及上市手续，并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工作，并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实

施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3088

证券简称：宁波精达 公告编号：

2015-007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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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于2015年1月19日、2015年1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

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

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精达成形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2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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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15年1月16日、1月19日、1月20日，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本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自查并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控股股东发函问询得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公司及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的重大信息，也

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

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公

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及时注意、充分了解投资风险，谨慎、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606

证券简称：东方电缆 公告编号：

2015-003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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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股票（股票简称：东方电缆 股票代

码：603606）于2015年1月19日、1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经公司

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5年1月19日、1月2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不存在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

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

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相关公

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5-013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者“本公司” ）接到公

司股东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润管业” ）的函件告知：

2015年1月14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股票3,

56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226%；2015年1月15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

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股票13,000,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825%；

2015年1月16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股票31,440,

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96%；2015年1月2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

交易系统出售本公司股票30,748,9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952%。

2015年1月14日到2015年1月20日累计出售本公司股票78,748,900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00%。 九润管业减持后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114,146,

345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25%。

特此公告。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401

证券简称：海润光伏 公告编号：临

2015-014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海润光伏

股票代码：600401

信息披露义务人：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

住所：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九润路6号

通讯地址：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九润路6号

股份变动形式：减少

签署日期：2015年1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

告书（2014年修订）》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

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润光伏”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

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

少其在海润光伏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

人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

报告书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海润光伏 指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

九润管

业

指 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结算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收购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

准则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 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 报告书

（

2014

年修订

）》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九润路6号

法定代表人：任向东

注册资本：3028万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302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10月24日

经营范围：金属管件、金属管材、塑料管材、塑料管件的制造、加工、销售；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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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期限：至2030年10月23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320281000052173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72224791-0

税务登记证号码：320281722247910

通讯地址：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九润路6号

联系电话：0510-86538258

股东名称：任向东占九润管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为98%；任中秋占九润管

业注册资本的比例为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九润管业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

居留权

长期居住地

任向东 男

执行董事兼总经

理

中国 否 中国

任中秋 男 监事 中国 否 中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简

要情况

无

第三节 持股目的及未来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海润光伏拥有权

益的股份，届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股份变动的方式

通过大宗交易系统卖出。

二、原持股情况

本次变动前九润管业合计持有海润光伏股票192,895,245股，占海润光

伏总股本的12.25%。

三、持股变动情况

1、2015年1月14日到2015年1月2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股票情况如

下：

日期 名称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2015

年

1

月

14

日 九润管业

3,560,000 7.01 0.226%

大宗交易

2015

年

1

月

15

日 九润管业

13,000,000 6.94 0.825%

大宗交易

2015

年

1

月

16

日 九润管业

31,440,000 8.42 1.996%

大宗交易

2015

年

1

月

20

日 九润管业

30,748,900 7.68 1.952%

大宗交易

合计

78,748,900 5.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海润光伏拥有权益的股份减少达到法定披露比例的

日期为2015年1月20日。

2、本次减持后九润管业合计持有海润光伏股票114,146,345股，占海润

光伏总股本的7.25%。

第五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6个月内

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6个月曾出售过海润光伏公司股

份。 出售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信息披露义务人自2014年7月20日到2015年

1月20日通过大宗交易、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等方式累计出售了海润光伏

78,748,900股股票。

日期 名称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均价

（

元

）

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2015

年

1

月

14

日 九润管业

3,560,000 7.01 0.226%

大宗交易

2015

年

1

月

15

日 九润管业

13,000,000 6.94 0.825%

大宗交易

2015

年

1

月

16

日 九润管业

31,440,000 8.42 1.996%

大宗交易

2015

年

1

月

20

日 九润管业

30,748,900 7.68 1.952%

大宗交易

合计

78,748,900 5.00%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当披露的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

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及相关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法人营业执照或身份证明文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海润光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江阴市徐霞客璜塘工业园区

股票简称 海润光伏 股票代码

60040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江阴市徐霞客镇璜塘工业园区

九润路

6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 义 务 人 是 否 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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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

请注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持股数量

：

192,895,245

持股比例

：

12.25%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

普通股

变动数量

：

78,748,900

变动比例

：

5%

变动后持股数量

：

114,146,345

变动后持股比例

：

7.25%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不适用

注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有可能继续减少其在海润光伏拥有权益的股份

。

信息披露义 务人在此 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

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

对公司的负债

，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

如是

，

请注明具体情况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江阴市九润管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2015年1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02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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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1月16日以送达、传真和邮件等形

式发给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2015年1月19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13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3名，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7,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

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

口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分别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康路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0,000万

元、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

公司、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敞口各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02,285万元，占公司

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08.11%，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5-003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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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亚泰

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

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

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7,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

信敞口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

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康路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0,000

万元、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

限公司、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敞口各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02,285万元，占公

司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08.11%，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公司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7,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

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吉林德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敞

口9,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

司分别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康路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0,000万

元、2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

公司、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

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的综

合授信敞口各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沈阳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敞口1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02,285万元，占公司

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08.11%，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上述担保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刘树森

经营范围：铁矿石、石膏、助磨剂、缓凝剂、粉煤灰等经销、煤炭批发经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767,732,

532.22元，总负债为1,716,672,590.38元，净资产为51,059,941.84元，2013年实现营业

收入1,702,436,648.14元，净利润-5,447,380.3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4年

9月30日，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523,757,654.85元，总负债为3,

469,038,676.83元， 净资产为54,718,978.02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06,

299,279.93元，净利润3,659,036.1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陈继忠

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02,779,646.88元，总

负债为657,691,795.72元，净资产为145,087,851.16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514,994,

846.83元，净利润16,772,319.6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4年9月30日，吉林亚

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156,015,780.58元，总负债为996,105,400.73元，净资

产为159,910,379.85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18,218,407.57元， 净利润14,

822,528.6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石灰石、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384,217,823.46元，总负

债为3,763,434,698.39元，净资产为1,620,783,125.07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1,635,

466,264.52元，净利润122,482,216.7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4年9月30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670,241,022.49元，总负债为3,969,156,134.92元，

净资产为1,701,084,887.57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278,663,436.66元，净利

润80,301,762.5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4、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拌混凝土、混凝土构件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35,496,262.97元，总

负债为263,188,677.81元，净资产为172,307,585.16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487,442,

929.22元，净利润10,702,742.4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4年9月30日，亚泰集

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467,899,543.01元，总负债为296,284,743.47元，净资产

为171,614,799.54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27,458,064.90元， 净利润-692,

785.6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铁岭县

法定代表人：王友春

经营范围：矿山开采；余热发电；生产、经销高标号水泥、熟料；碎石、建筑石、编织袋

加工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亚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33,142,932.89元，

总负债为585,073,880.87元， 净资产为648,069,052.02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61,

595,466.04元，净利润33,073,713.1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4年9月30日，亚

泰集团铁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67,645,907.31元，总负债为684,410,988.88元，

净资产为683,234,918.43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28,119,973.61元，净利润35,

165,866.41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

法定代表人： 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及水泥制品的制造及销售；建材产品的制造及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596,573,163.99

元，总负债为1,128,880,511.17元，净资产为1,467,692,652.82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

入837,858,033.25元，净利润-91,880,138.3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4年9月

30日， 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844,238,854.30元， 总负债为1,390,

847,716.51元， 净资产为1,453,391,137.79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80,875,

897.26元，净利润-14,301,515.0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磐石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购销、水泥混凝土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751,793,168.89元，

总负债为1,586,106,236.71元， 净资产为1,165,686,932.18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687,357,594.35元，净利润48,639,773.5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4年9月30

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198,767,832.62元， 总负债为2,005,383,

614.3元， 净资产为1,193,384,218.32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78,817,690.61

元，净利润27,697,286.14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徐德复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水泥预制构件除外）、水泥包装制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65,400,089.81元，

总负债为679,137,068.75元， 净资产为386,263,021.06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776,

734,434.22元，净利润44,743,959.9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4年9月30日，吉

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380,231,107.75元，总负债为994,469,808.52元，

净资产为385,761,299.23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98,631,998.19元， 净利润

-501,721.8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9、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大经路

法定代表人：刘晓峰

经营范围：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的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04,008,276.11元，

总负债为242,831,597.68元， 净资产为261,176,678.43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690,

840,004.01元，净利润60,658,938.5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4年9月30日，吉

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58,665,787.68元， 总负债为260,142,715.82元，

净资产为298,523,071.86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62,387,010.32元，净利润37,

346,393.4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0、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音像制品零售、卷烟、雪茄烟零售、黄金饰品零售、百货、针纺织品、五金交

电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68,715,351.82元，总负债

为52,925,600.03元， 净资产为115,789,751.79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315,620,

738.27元，净利润17,223,664.3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4年9月30日，吉林亚

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62,027,757.29元， 总负债为136,985,258.02元， 净资产为

125,042,499.27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45,282,690.16元， 净利润9,252,

747.4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重庆路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针纺织品、服装、鞋帽、箱包、皮革制品、日用百货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3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46,657,974.23

元， 总负债为123,079,278.96元， 净资产为123,578,695.27元，2013年实现营业收入

716,686,784.78元，净利润51,419,910.8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4年9月30

日，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88,900,105.35元， 总负债为126,081,

159.49元，净资产为162,818,945.86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494,858,395.15元，

净利润39,240,250.59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有关规定，公司拥有被担保人的控制权，被担保人为公司合并报表的所属公司，具备偿还

债务能力。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对外担保

上述担保生效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302,285万元，占公司

201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108.11%，全部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

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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