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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23

证券简称：中原特钢 公告编号：

2015-044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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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1、证券名称：中原特钢

2、证券代码：002423

3、股票交易异常情形：

截止2015年11月2日，本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10月29日、10月30日、11月2日)日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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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和核实情况说明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查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予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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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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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3日

证券代码：

600302

证券简称：标准股份 公告编号：

2015- 034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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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太白南路3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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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8,48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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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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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耿莉萍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需审议议案进行逐

项投票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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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杨建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郑璇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向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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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86,448 100.00 0 0.00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拟有偿收购储备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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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486,448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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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继续向西安标准欧洲有限公司银行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495,000 100.00 0 0.00 0 0.00

2

关于西安土门地区综合改造管理委员会拟

有偿收购储备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议案

495,000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普通议案，所有议案均获得了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金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庆茂、贾人民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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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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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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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3日

股票代码：

600386

股票简称：北巴传媒 编号：临

2015-020

债券代码：

122398

债券简称：

15

北巴

01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1-3

季度经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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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五号———零售》、《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2015年1-3

季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门店变动情况

分行业 地区 新增门店 变动方式 品牌 注册日期

汽车服务业务 山西省运城市 1家汽车4S店 投资新建 沃尔沃 2015年2月

汽车服务业务 山西省临汾市 1家汽车4S店 投资新建 沃尔沃 2015年2月

汽车服务业务 北京市东城区 1家汽车4S店 投资新建 福建奔驰 2015年6月

汽车服务业务 北京市东城区 1家汽车维修门店 投资新建 斯道格 2015年6月

二、报告期内公司无拟增加门店情况。

三、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数据：

（一）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毛利率比上年增减（%）

广告传媒业务 366,507,898.81 81,112,196.85 77.87 8.92 6.99 增加0.40个百分点

汽车服务业务

1,729,160,

061.04

1,443,467,

953.39

16.52 -4.49 -6.03 增加1.36个百分点

其中：整车销售业务

1,125,294,

127.74

1,113,378,

311.42

1.06 -7.37 -7.71 增加0.37个百分点

（二）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北京地区 2,056,028,853.32 -2.97

其他省市（山西省） 39,639,106.53 41.32

公司主营汽车服务业务中的整车销售业务属于零售业务，主要客户为北京地区消费者。

本公告之经营数据源自公司报告期内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审慎使用该等数

据。

特此公告。

北京巴士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2015-101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15

万吨

/

年富钛料建设项目

（一期工程）试生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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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15万吨/年富钛料项目（一期工程）” 建设

工程已基本竣工，并于近日收到河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15万吨/年富

钛料建设项目（一期工程）试生产的通知》（豫环评试【2015】54号），同意公司2×15万吨/年富钛料项

目（一期工程）进行试生产，试生产期为2015年10月22日至2016年5月21日。公司将根据通知要求，认真

做好项目试生产工作，同时将认真准备该项目环保验收各项材料，按照规定程序申请项目验收。

该项目投产后，公司将新增高钛渣15万吨/年，还原钛30万吨/年，生铁7.5万吨/年。 该项目的试生产

将对本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2015-102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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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日前接到股东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12,905,31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6.31%）关于其持有公司股票质押的通知，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出质人：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

质权人：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股数：200万股

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

质押期限：自2015年10月29日起至质押合同履行完毕止。

上述质押已在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相关手续。

截至目前，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股份中用于质押的股份数为7,300,000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3.57%。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002601

证券简称：佰利联 公告编号：

2015-103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美洲全资公司完成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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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15年6月4日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在美洲投资设立全资公司的议案》，同意在美洲投资设立全资公司，详见公司于2015

年6月6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在

美洲投资设立全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7）。

目前，公司美洲全资公司完成了注册登记，取得了美国伊利诺伊州（ILLINOIS）颁发的注册文档，美

洲公司名称为BILLIONS� AMERICA� CORPORATION，注册文档编号为70153416。

特此公告。

河南佰利联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2日

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5-077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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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11月2日召开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

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化学” ）为其全资子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苏尼特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型化工” ）分别向浦发银行呼和浩特分行、中国工商

银行桐柏县支行申请6,2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公司孙公司新型化工、桐柏海晶碱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海晶碱业”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分别向华夏银行郑州分行、兴业银行郑州分行申请1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担保

期限一年。 担保额总计17,200万元，本次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明细如下：

1、中源化学为苏尼特公司5,000综合授信

中源化学全资子公司苏尼特公司拟向浦发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股东内蒙古博源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中源化学分别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5,000万元，同时以苏尼特公司土地、房产作为抵押（土地证号：锡国用

[2008]字第D731号，房屋所有权号：蒙房权证内蒙古自治区字第165011201145号），期限一年。 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2、中源化学为新型化工1,200万元综合授信

中源化学控股子公司新型化工拟向中国工商银行桐柏县支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200万元综合授信，中源化学拟全额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金额1,2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中源化学按100%股权为新型化工1,200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新型化工其他股东信弘控股有限公司、桐柏三恒投资有限公司不

提供担保，为防控风险，经新型化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为中源化学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反担保范围为：中源化学为

新型化工提供的1,200万元担保。

新型化工截止2014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4.64亿元，净资产2.46亿元，未分配利润8,310万元，2014年度净利润6,336万元，具有反担保

的实际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且反担保具备可执行条件。

3、新型化工为中源化学6,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拟向华夏银行郑州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综合授信，中源化学控股子公司新型化工拟全额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6,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中源化学控股子公司新型化工为中源化学6,0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中源化学其他股东中国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不提供担

保，为防控风险，经中源化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为新型化工提供反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反担保范围为：新型化工为中源化

学提供的6,000万元担保。

中源化学截止2014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68.38亿元，净资产35亿元，未分配利润17.27亿元，2014年度净利润5.82亿元，具有反担保的

实际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且反担保具备可执行条件。

4、海晶碱业为中源化学5,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拟向兴业银行郑州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综合授信，中源化学全资子公司海晶碱业拟全额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5,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乌日根塔拉镇

3、法定代表人：孙朝晖

4、注册资本：90,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0年12月4日

6、经营范围：纯碱、小苏打、芒硝的生产、销售；白灰生产销售；经营本期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

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免烧砖生产、销售。

7、与公司关联关系：苏尼特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全资子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

苏尼特公司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16,585.21 115,685.89

负债总额 69,012.29 69,402.58

净资产 47,572.92 46,283.31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半年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37,969.00 19,388.32

利润总额 -236.17 268.75

净利润 172.30 268.75

（二）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河南省桐柏县产业集聚区（城关镇盘古大道东侧乙八街南侧）

3、法定代表人：孙朝晖

4、注册资本：12,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5年7月14日

6、经营范围：利用纯碱废液、废气生产、销售食品添加剂碳酸氢钠、日用小苏打洗涤品，饲料添加剂碳酸氢钠、工业碳酸氢钠；化妆品销

售。

7、与公司关联关系：新型化工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控股子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

新型化工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46,374.72 62,417.66

负债总额 21,795.69 34,252.44

净资产 24,579.03 28,165.23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半年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27,523.46 14,492.57

利润总额 7,384.76 4,298.88

净利润 6,335.99 3,586.19

（三）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安棚镇

3、法定代表人：贺占海

4、注册资本：77,000万元

5、成立日期：1998年8月6日

6、经营范围：天然碱开采；碳酸钠及碳酸氢钠的加工、碱类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自产除盐水、蒸汽、母液的销售；日用小苏打（非药

品、食品类）的销售；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和相关技术，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7、与公司关联关系：中源化学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

中源化学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83,787.35 837,441.58

负债总额 333,809.87 458,489.37

净资产 349,977.48 378,952.22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半年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265,485.64 140,238.01

利润总额 76,570.69 37,803.91

净利润 58,167.60 28,637.06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17,2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1、为苏尼特公司、新型化工进行贷款担保，用于补充两家公司流动资金，是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有效措施。

2、苏尼特公司、新型化工为中源化学子公司，公司对其有实质控制权，经营稳定，担保风险可控。

3、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生产经营正常,资信良好,偿债能力较强,由其子公司为其融资提供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

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为0万元；提供的反担保为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341,574.00万元；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为49,400.00万元；累计对外担保总额390,974.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65%。

公司、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六届三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证券代码：

000683

证券简称：远兴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5-078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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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六届三十一次董事会、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4月2日公告的《关于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20）。 目前根

据日常关联交易业务实际发生情况，截止6月底实际发生额2247.45万元，未超出预计金额，现根据生产经营及业务运营的需要，预计有新

日常关联交易发生，为此公司将对2015年日常关联交易进行追加预计。

2015年度，预计追加日常关联交易总额为12,609.00万元。

公司2015年11月2日召开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贺占海、杨红星、梁润彪、丁喜

梅、贾栓、吴爱国回避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预计金额（万元）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万元）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

料、商品

中煤远兴 9,060.00 9,069.87 100%

三源粮油 662.00 257.60 100%

小计 9,722.00 9,327.47 1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

商品

中煤远兴 1,000.00

博源豪生 180.00

蓝海饭店 40.00 117.27 10.39%

小计 1,220.00 117.27 10.39%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

中煤远兴 220.00

工程公司 1,070.00 2,154.75 59%

蓝海饭店 20.00

博源置业 330.00

博源紫宸 27.00

小计 1,667.00 2,154.75 59%

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12,609.00 11,599.49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内蒙古中煤远兴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简称“中煤远兴”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周和光

注册资本：103,239.9万元

住所：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无定河镇纳林河化工项目区

经营范围：新能源化工基地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公用设施建设；土地开发及招商引资服务，甲醇及其下游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机械

设备、仪器仪表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6月30日，总资产377,732.13万元，净资产98,358.56万元，营业收入45,564.52万元，净利润-2,976.48万

元。（未经审计）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董事长贺占海先生任中煤远兴董事。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三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向中煤远兴采购生产所需甲醇；公司子公司鄂尔多斯市伊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

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与中煤远兴发生甲醇贸易；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博源新型能源有限公司与中煤远兴进行煤炭贸易。 中煤远兴生产规

模大，产品市场占用率高，具备履约能力，货款按月结算。

（二）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工程公司”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丁喜梅

注册资本：6,000万元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经营范围：化工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查设计；工程咨询、工程出图、复印，

水处理药剂的销售以及水煤浆添加剂的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6月30日，总资产25,912.46万元，净资产14,007.45万元，营业收入1,176.53万元，净利润-164.43万元。

（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工程公司与上市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工程公司向本公司子公司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孙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提供设计及技术服务。

（三）河南三源粮油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三源粮油”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孙朝晖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住所：桐柏县纬四路北侧

经营范围：食用植物油及相关农副产品、生产、销售、粮食收购、预包装食品购销、对外贸易。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6月30日，总资产97,264.76万元，净资产2,208.55万元，营业收入8,201.88万元，净利润-10,223.64万元。

（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三源粮油与上市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子、孙公司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桐柏博源新型化工有

限公司、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锡林郭勒苏尼特碱业有限公司向三源粮油采购职工食堂食用花生油，该公司生产规模大，市

场占用率高，具备履约能力。

（四）鄂尔多斯市博源豪生大酒店有限公司（简称“博源豪生”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张凡

注册资本：200万元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铁西区联邦大厦西

经营范围：特大型餐馆（含西餐、含凉菜、含生食海产品、不含裱花蛋糕）住宿、烟、雪茄烟销售、游泳、洗浴、足浴、健身、生活美容、理发、会

务服务、房屋租赁。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6月30日，总资产1,499.50万元，净资产-3,958.06万元，营业收入1,703.77万元，净利润-463.45万元。（未

经审计）

2、关联关系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孙公司内蒙古博源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博源豪生进行红酒贸易，货款按月结算。

（五）乌兰察布市博源酒店投资有限公司博源蓝海国际大饭店分公司（简称“蓝海饭店” ）

1、基本情况

负责人：马和平

经营范围：酒店投资、酒店管理、会务服务（会议室）、工艺品、服装、日用品、卷烟、雪茄烟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6月30日，总资产975.80万元，净资产-1，993.6万元，营业收入2,038.12万元，净利润-439.60万元。 （未经

审计）

2、关联关系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本公司孙公司乌兰察布市创能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向蓝海饭店销售天然气，货款按月结算；此外，蓝海饭店具备提供会议服务的资质与

实力。

（六）鄂尔多斯市博源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博源置业”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戴连荣

注册资本：70,000万元

住所：东胜区鄂托克西街91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土石方工程；建材销售；信息咨询；房屋、场地租赁。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6月30日，资产总额497,965.31万元，负债总额439,960.85万元。营业收入5,738.05万元，净利润-3,194.92

万元。（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博源置业具备提供办公场所租赁的资质与实力。

（七）博源紫宸（北京）商务有限公司（简称“博源紫宸” ）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宋为兔

注册资本：50万元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3号

经营范围：餐饮服务；会议服务。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5年6月30日，总资产372.59万元，净资产37.24万元，营业收入296.07万元，净利润3.60万元。（未经审计）

2、关联关系

与上市公司受同一股东控制。 符合《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项之规定。

3、履约能力分析

博源紫宸具备提供办公场所租赁的资质与实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双方根据“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达成交易

协议。

（二）定价依据：市场定价及协议定价。

（三）关联交易协议情况：公司日常经营中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与关联方签署具体的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公司子公司按市场定价原则向关联方采购、销售产品并提供、接受劳务，属于正常的业务经营范围。进行此类交易，有利于保证本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有利于提高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盈利能力。

2、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

利影响，对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事前就该关联交易事项通知了独立董事，并提供了相关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得到了独立董事的认可，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

董事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发生向关联方采购、销售产品并提供、接受劳务等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开

展。 此类交易符合公平、公开、公正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六届三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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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内蒙古

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40%

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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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议案中的含义如下：

1、本公司：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博源集团：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中源化学：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博源化学：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二、关联交易概述

1、博源化学股东中源化学持股60%、博源集团持股40%，经股东初步协商，拟由本公司收购博源集团持有博源化学40%股权，中源化

学放弃优先购买权。

2、本次交易已经公司2015年11月2日召开的第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因博源化学股东博源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贺占海、梁润彪、杨红星、贾栓、丁喜梅、吴爱国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需对本次股权收购出具独立意见。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和《公司法》等相关规定，本次股权收购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借壳，无须有关部门批准。

三、关联方基本情况

1、转让方———博源集团

企业名称：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法定代表人：戴连荣

注册资本：81,000万元

成立日期：2004年4月8日

经营范围：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生产、销售；建材产品经销；物流，新能源开发；投资咨询；对外投资；企业资产管理咨询。

主要股东（前十名）：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

方式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1 戴连荣 货币 12,393.2836 15.30

2 戴昕 货币 8,011.9100 9.89

3 孙朝晖 货币 3,298.9900 4.07

4 李培成 货币 3,728.0000 4.60

5 郭永厚 货币 3,057.1406 3.78

6 牛伊平 货币 2,845.8270 3.51

7 鄂尔多斯市商通理财咨询有限公司 货币 2,620.0000 3.23

8 贺占海 货币 2,600.0000 3.21

9 李永忠 货币 2,945.0000 3.64

10 杨丽 货币 2,531.5271 3.13

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年度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2012年 747,941.95 700,662.71 68,421.14 61,938.00

2013年 830,194.08 648,968.04 -5,957.24 22,968.24

2014年 906,975.08 791,441.90 5,137.12 1,090.74

2015年6月30日 811,537.37 364,038.40 2,689.16 -4,442.77

2、受让方———本公司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博源化学

公司全称：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孙朝晖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2年7月4日

注册地：内蒙古自治区内蒙古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PVC（聚氯乙烯）、纯碱、氯化铵、烧碱、小苏打、聚丙烯、乙丙共聚物、工程塑料、塑料型材、PVC管材、板材、管件、地板、墙

板、壁纸的生产及销售；化肥的生产与销售。

2、本次收购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股权的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

冻结等司法情况。

3、本次股权收购前后，博源化学股权结构图：

4、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8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8,376.94 42,144.60

负债总额 28,309.74 32,392.92

净资产 10,067.20 9,751.68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1-8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36.63 1,521.30

利润总额 117.14 -309.13

净利润 117.14 -315.51

5、博源化学目前在建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本项目计划投资488,776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481,776万元，配套流动资金7,000万元。 本项目主要产品为50万吨/年合成氨、50万吨/年大颗粒尿素及60万吨/年联碱。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1、本公司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瑞华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审计。 审计机构的选聘公开、公平、合规，审计机构独立于本次交易各方。

2、定价依据：参考审计报告净资产审计值，以每股1元作为股权转让定价依据。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签署双方：本公司和博源集团。

2、协议生效日期：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3、交易标的：博源集团持有的博源化学40%股权。

4、交易定价：参考瑞华审字［2015］02190017号审计报告,审计净资产9,751.68万元，总股本10000万股，每股净资产0.98元。 经双方

协商，同意以每股1元作为股权转让定价依据。

5、交易金额：双方同意以每股1元作为股权转让定价依据，博源化学40%股权的转让金额为4,000万元。

6、交易方式：现金交易。

7、付款期限：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

8、本次股权转让协议正式生效条件：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生效。

9、损益确认：经双方协商，股权转让基准日至协议生效日，标的股权损益由双方共同承担。

七、交易的目的及影响

博源化学所实施的50万吨/年合成氨联产50万吨/年尿素、60万吨/年联碱项目是公司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主要募投项目，本次收

购完成后，公司将实现对博源化学的绝对控股，有利于后续公司纯碱、尿素等相关产业规划的整体运作，有利于减少公司与大股东之间的

关联交易，更好的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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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万0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收购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实现了对博源化学的绝对控股，有利于公司更好的实现纯碱、尿素相关产业规划的

整体运作。 本次股权收购，有利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符合公司的利益和长远发展的需要。 公司独立董事同意《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化学

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议案》。

十、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公司六届三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4、本公司与博源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5、参考瑞华审字［2015］02190017号审计报告书。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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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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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5年11月2日召开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

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民生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00万元，期限一年，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使用此笔

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以公司持有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5%的股权作质押。 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河南中源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源化学” ）、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源联化” ）、内蒙古远兴江山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远兴江山” ）、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博源煤化工” ）、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大实地” ）

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额总计117,000万元。 本次担保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按100%股权为博源联化、博源煤化工、中源化学、博大实地合计108,000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博源联化、博源煤化工、中源化

学、博大实地其他股东未提供担保，为防控风险，经中源化学、博源煤化工、博源联化、博大实地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为公司分别提供反

担保并签署《反担保协议书》。

博源联化截止2014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16.97亿元，净资产4.55亿元，未分配利润-2.4亿元，2014年度净利润-1.2亿元，博源联化是公

司控股的天然气制甲醇生产企业，受天然气价格影响，暂时处于停产状态。 公司将综合天然气价格及甲醇市场价格的有关情况，择机尽快

逐步恢复生产，担保风险可控且反担保具备可执行条件。

博源煤化工截止2014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19.47亿元，净资产8.66亿元，未分配利润3.4亿元，2014年度净利润1.3亿元，具有反担保的

实际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且反担保具备可执行条件。

中源化学截止2014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68.38亿元，净资产35亿元，未分配利润17.27亿元，2014年度净利润5.82亿元，具有反担保的

实际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且反担保具备可执行条件。

博大实地截止2014年底经审计的总资产50.74亿元，净资产17.79亿元，未分配利润-60.59万元，2014年度净利润986.77万元，具有反

担保的实际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且反担保具备可执行条件。

具体明细如下：

1、为博源联化10,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源联化拟向民生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10,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博源联化另一股东内蒙古中煤远兴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不提供担保，就本次担保事宜公司与博源联化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反担保范

围为：公司为博源联化提供的10,000万元担保。

2、为博源联化15,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源联化拟向兴业银行鄂尔多斯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5,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15,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博源联化另一股东内蒙古中煤远兴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不提供担保，就本次担保事宜公司与博源联化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反担保范

围为：公司为博源联化提供的15,000万元担保。

3、为博源煤化工20,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源煤化工拟向民生银行呼和浩特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

保金额20,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博源煤化工其他股东Fertilizer� Resources� Investment� Limited、鄂尔多斯市维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不提供担保，就本次担保事宜

公司与博源煤化工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反担保范围为：公司为博源煤化工提供的20,000万元担保。

4、为中源化学6,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拟向浦发银行郑州建西支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6,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中源化学另一股东中国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不提供担保，就本次担保事宜公司与中源化学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反担保范围

为：公司为中源化学提供的6,000万元担保。

5、为中源化学7,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控股子公司中源化学拟向中信银行南阳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元综合授信，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金额7,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中源化学另一股东中国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不提供担保，就本次担保事宜公司与中源化学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反担保范围

为：公司为中源化学提供的7,000万元担保。

6、为远兴江山4,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兴江山拟向包商银行鄂尔多斯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4,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7、为远兴江山5,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全资子公司远兴江山拟向兴业银行鄂尔多斯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拟全额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5,000万元，期限一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8、为博大实地50,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控股子公司博大实地拟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申请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综合授信， 公司拟全额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同时以公司持有中源化学20%的股权、乌审旗蒙大矿业有限责任公司34%的股权作质押，担保金额50,000万元，期限三

年，具体日期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博大实地其他股东Fertilizer� � Resources� � Investment� � Limited、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不提供担

保，就本次担保事宜公司与博大实地签署《反担保协议书》，反担保范围为：公司为博大实地提供的50,000万元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联合化工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乌审召镇合同查汗淖

3、法定代表人：吴爱国

4、注册资本：65,0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4年7月12日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甲醇及其下游产品，其他天然气化工产品，经营相关的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关联关系：博源联化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

博源联化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69,655.74 140,258.57

负债总额 124,112.59 104,686.52

净资产 45,543.15 35,572.05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半年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126,545.96 8,114.34

利润总额 -12,416.80 -9,272.64

净利润 -12,416.80 -9,272.64

（二）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布尔台格办事处

3、法定代表人：付永礼

4、注册资本：37,298万元

5、成立日期：2005年2月3日

6、经营范围：煤炭的生产洗选、销售；煤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煤化工机械设备经销及相关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关联关系：博源煤化工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

博源煤化工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94,705.77 189,517.10

负债总额 108,076.71 102,808.00

净资产 86,629.06 86,709.10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半年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93,444.93 34,641.42

利润总额 15,049.72 230.39

净利润 12,620.05 505.84

（三）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安棚镇

3、法定代表人：贺占海

4、注册资本：77,000万元

5、成立日期：1998年8月6日

6、经营范围：天然碱开采；碳酸钠及碳酸氢钠的加工、碱类产品经营，进出口业务；自产除盐水、蒸汽、母液的销售；日用小苏打（非药

品、食品类）的销售；进口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和相关技术，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7、与公司关联关系：中源化学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

中源化学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83,787.35 837,441.58

负债总额 333,809.87 458,489.37

净资产 349,977.48 378,952.22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半年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265,485.64 140,238.01

利润总额 76,570.69 37,803.91

净利润 58,167.60 28,637.06

（四）内蒙古远兴江山化工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远兴江山化工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乌审旗乌审召工业区

3、法定代表人：吴爱国

4、注册资本：40,000元

5、成立日期：2007年8月21日

6、经营范围：化工及能源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的，未经审批前不得生产经营）（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的，未经许可不得生产经营）。

7、与公司关联关系：远兴江山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

远兴江山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78,140.24 68,521.48

负债总额 65,237.90 59,448.69

净资产 12,902.34 9,072.79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半年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37,543.20 475.54

利润总额 -3,167.73 -3,827.71

净利润 -3,167.73 -3,827.71

（五）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大实地化学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纳林河工业园区

3、法定代表人：戴继锋

4、注册资本：177,700万元

5、成立日期：2009年09月26日

6、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硫磺、液氨、液氧、液氮的生产和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7年12月25日） 一般经营项目：化

肥的生产和销售。 化肥的进出口业务。

7、与公司关联关系：博大实地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股东持股情况：

博大实地从设立至今，未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无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8、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6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507,360.24 501,013.11

负债总额 329,424.71 318,811.05

净资产 177,935.53 182,202.06

项目 2014年度（经审计） 2015年半年度（未审计）

营业收入 29,611.37 74,588.46

利润总额 986.77 4,898.48

净利润 986.77 3,598.2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博源联化、博源煤化工、中源化学、远兴江山贷款担保，期限一年；公司为博大实地贷款担保，期限三年。 具体日期

以双方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3、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117,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1、公司为博源联化、中源化学、远兴江山、博源煤化工、博大实地贷款担保，用于补充上述公司流动资金，是保障生产经营正常运转的

有效措施。

2、中源化学是国内最大的天然碱加工企业，其生产的纯碱、小苏打产品具有绿色环保、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经济效益良好。

3、博源联化是公司控股的天然气制甲醇生产企业，受天然气价格影响，暂时处于停产状态。 随着国家天然气调价政策的逐步落实，公

司将综合天然气价格及甲醇市场价格的有关情况，发挥上下游一体化的优势，尽快逐步恢复生产。

4、博源煤化工、博大实地为公司主要煤炭、煤化工生产企业，目前生产经营正常。

5、公司与中源化学、博源煤化工、博源联化、博大实地签署《反担保协议书》，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

董事会同意此次担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对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为0万元；提供的反担保为0万元,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为341,574.00万元；控股子公

司对外担保为49,400.00万元；累计对外担保总额390,974.00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64.65%。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六届三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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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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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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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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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

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5、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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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17日15:00至2015年11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2、《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3、《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相关情况请查阅公司于2015年11月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11月11日，于股权登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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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方式

1、登记方式：采取现场、信函、传真的方式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请持本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持股证

明；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本公司办理登记。

2、登记时间：2015年11月17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00。

3、登记地点：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证券事务部。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五、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证券事务部

邮 编：017000

联 系 人：王强、陈月青

联系电话：0477-8139874

联系传真：0477-8139833

六、其它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附件：《授权委托书》、《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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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票帐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被委托人：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2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4 《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被委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2：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相关业务操作。

2、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360683 投票简称：远兴投票

证券“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3、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0683；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股东大会议案序号，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编号

议案名称

对 应 申 报 价 格

（元）

100 总议案 100.00

1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1.00

2 《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2.00

3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3.00

4 《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议案》。 4.00

注：输入100元代表对总议案进行表决，即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1.00元代表对议案1进行表决，依此类推。

在股东对总议案表决时，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的投票表决，然后对总议案投票表决，以股东已投票表决的各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未投票表决的议案，以对总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然后对一项或多项议案的投票表决，则以对总

议案的投票表决意见为准。

4）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对应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1股 同意

2股 反对

3股 弃权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注意事项

1）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投票不能撤单；

2）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3）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

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通过身份认证后进行网络投票。

1、办理身份认证手续

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 、“身份证号” 、“证券帐户” 等资料，设置6-8位的

服务密码；如成功申请，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证券的方式，凭借“激活

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成功后半日方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11:30之前发出的，则当日下午13:00即可使用；如激活指令是上午11:30

之后发出的，则次日方可使用。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元 激活校验码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参加其他公司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 挂

失也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2.00元 任意大于1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业务咨询电话0755-25918485/25918486，亦可参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证书服务”栏目。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3、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时间为2015年11月17日下午15:00，网络投票结束时间为2015年11月18日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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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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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十七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6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公司9名董事，会

议于2015年11月2日在北京市珠市口东大街13号博源紫宸（北京）商务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召开。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会议由公司董事

长贺占海先生主持，公司部分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

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贺占海、杨红星、梁润彪、丁喜梅、贾栓、吴爱国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 作为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同意河南中源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放弃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并同意该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贺占海、杨红星、梁润彪、丁喜梅、贾栓、吴爱国回避表决。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定于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14:30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2层公司会议室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详细内容请参见公司同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召开201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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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三十三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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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六届三十三次监事会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26日，以书面、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给公司3名监事，会

议于2015年11月2日在北京市珠市口东大街13号博源紫宸（北京）商务有限公司3楼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

席宋为兔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贷款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收购内蒙古博源化学有限责任公司40%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内蒙古远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