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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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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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通知：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

董事会于2019年10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公告》（以下简称“《股东大会公告》” ）。

2、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1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3日-2019年11月14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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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4日上

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3日下午

15:00�至2019年11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市花路10号东方嘉盛大厦6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李旭阳先生。

7、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7日（星期四）。

8、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召集及召开程序均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计10名，代表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975,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3.1169%。其中。持股5%以下

中小股东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6,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0.0261%。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名，均为 2019年11月7日下

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并办理

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股东。 上述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0,975,5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73.1169%。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0名，代表有效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熊

川、王振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00,97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2、审议通过《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00,97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同意100,975,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

者所持有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熊川、王振律师出席见证，其出具的《关于深圳市

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

002741

证券简称：光华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68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取得营业执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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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8月30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光华科学技术研究院的议案》，公司以自有资

金5,000万元在广州市设立光华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8

月31日登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设立光华科学技术研究院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0）。

光华科学技术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已于近日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广

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 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名称：光华科学技术研究院（广东）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D0YDR4Y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广州市番禺区石楼镇创启路63号创启7号楼

法定代表人：杨应喜

注册资本：5,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9年10月29日

营业期限：2019年10月29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材料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研究、技术开发服务；工程

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纳米材料的研发；水处理的技术研究、开发；化工产品检测服务；

技术服务(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开发服务；新材料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新材料技术转让服务；环保技术开发服务；环保技术咨询、交流服务；环

保技术转让服务；有机化学原料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其他合成材料制

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专项化学用品制造（监控化学

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信息化学品制造（监控化学品、危险化学品除外）；（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广东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603078

证券简称：江化微 编号：

2019-041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被司法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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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1月14日收到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股权司

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 （2019司冻1114-03号） 和江阴市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2019）苏0281财保36、37、38、39号]，获悉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江阴闽海仓储有限公

司所持有的公司股份6,188,000股无限售流通股被司法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冻结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冻结股

份是否

为限售

股

冻结

起始日

冻结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

原因

江阴闽

海仓储

有限公

司

否

6,188,

000股

100% 5.67% 否

2019-1

1-14

2021-1

1-13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江阴支行

财 产

保全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江阴闽海仓

储有限公司

6,188,000

股

5.67% 6,188,000股 100% 5.67%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上述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直接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

进展。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19司冻1114-03号）；

2、江阴市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苏0281财保36、37、38、39号]。

特此公告。

江阴江化微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2019－77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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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股东内蒙古兴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 )因股票质权人申请财产保全，部分股份被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轮候冻结，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7月30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披露的 《兴业矿业：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57）。

2019年11月14日，公司接到兴业集团的通知，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79,075,292股股

份已被解除轮候冻结。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确

认，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的上述股份已全部解除轮候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轮候冻结股

数（股）

轮候冻结起始

日

解除轮候冻结

日

轮候机关

解除轮候冻结

股份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兴业集团 是 79,075,292 2019-07-26 2019-11-11

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

14.22%

合计 79,075,292 14.22%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兴业集团共持有本公司556,075,350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27%。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556,075,350股，占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的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27%。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轮候冻结556,075,350股，

占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0.27� %。

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冻结事项的进展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并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881

证券简称：亚泰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9-104

号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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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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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3,700,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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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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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裁宋尚龙先生主持了现场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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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出席7人，董事刘树森先生、王化民先生、翟怀宇先生、韩冬阳先

生、王广基先生、柳红女士、李玉先生、黄百渠先生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5人，监事李廷亮先生、陈国栋先生、陈亚春先生、陈波先生

均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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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49,948 99.86 951,000 0.14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循环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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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39,948 99.86 961,000 0.14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

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申请的循环额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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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39,948 99.86 961,000 0.14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为天津亚泰兰海投资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房地

产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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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49,948 99.86 951,000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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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

议案

394,906,312 99.76 951,000 0.24 0 0.00

2

关于为吉林亚泰集团物

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

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

司、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

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循环额度贷款提供担

保的议案

394,896,312 99.76 961,000 0.24 0 0.00

3

关于为吉林龙鑫药业有

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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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在吉林公主岭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循环额度贷

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394,896,312 99.76 961,000 0.24 0 0.00

4

关于为天津亚泰兰海投

资有限公司在渤海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房

地产开发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394,906,312 99.76 951,000 0.24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已获得有效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蕙、王丹彤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亚泰集团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相关议案的审议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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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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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11日以送达、 传真和邮件等

形式发给各位董事，本次会议于 2019年11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

董事15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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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鉴于公司部分综合授信即将到期，同意公司继续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春分行申请综合授信20亿元，期限1年。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所属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长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申请的银团借款10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奇朔酒业有

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乡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480万元、480

万元、490万元、490万元、650万元、460万元、6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亚泰

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

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4亿元、2亿

元、4亿元、6亿元、7.3亿元、2.4亿元、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京路支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4,000万元、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继续

使用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综合授信， 使用额度6亿元并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428,397万元， 占公司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8.75%， 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上述担保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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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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春

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

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奇朔酒业有限公司、吉林亚泰

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

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

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长春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申请的银团借款10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奇朔酒

业有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乡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480万

元、480万元、490万元、490万元、650万元、460万元、6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

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

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

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4亿

元、2亿元、4亿元、6亿元、7.3亿元、2.4亿元、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

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京路支行

申请的综合授信4,000万元、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继续使用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综合授信， 使用额度6

亿元并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428,397万元， 占公司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8.75%， 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

●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根据所属子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长春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春城大街支行申请的银团借款10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为吉林亚泰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奇朔酒业有

限公司分别在长春双阳吉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鹿乡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480万元、480

万元、490万元、490万元、650万元、460万元、65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亚泰

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集

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东盛支行申请的综合授信4亿元、2亿

元、4亿元、6亿元、7.3亿元、2.4亿元、3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继续为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

限公司、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北京路支行申请的

综合授信4,000万元、1.2亿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同意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继续

使用公司在吉林九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的综合授信， 使用额度6亿元并

由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上述担保生效后，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累计为1,428,397万元， 占公司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8.75%， 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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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持有其68.51%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312,156,865.56�

元，总负债为2,686,455,197.20�元，净资产为 625,701,668.36�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

入1,630,475,195.24�元，净利润36,998,414.6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9年9月

30日，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416,869,857.96� 元， 总负债为2,787,

210,766.34� 元， 净资产为629,659,091.62� 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97,430,

872.59�元，净利润3,957,423.2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盛小区

法定代表人：安晓东

经营范围：房屋及供暖管理维修、小区配套设施管理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5,627,276.13� 元，总负

债为167,804,943.56� 元， 净资产为-82,177,667.43�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00,174,

402.88�元，净利润940,055.0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9年9月30日，吉林亚泰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2,534,401.00� 元，总负债182,588,151.38� 元，净资产为-90,

053,750.38�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75,388,744.14�元，净利润-7,876,082.95�元

（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3、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侯先廷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五金、钢材、电器机械及器材批发零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1,484,868,716.07�元，

总负债为1,354,511,815.84�元，净资产为130,356,900.23�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04,

240,732.80�元，净利润-41,212,535.9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日，

长春亚泰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资产为1,586,795,613.12�元， 总负债为1,502,805,485.38�

元，净资产为83,990,127.74� 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7,325,905.77� 元，净利润

-46,366,772.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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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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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公司直接持有其64.61%股权， 间接持有其

26.19%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06,142,908.73�元，

总负债为731,592,488.78� 元， 净资产为474,550,419.95�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26,

570,069.23�元，净利润-3,244,959.7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日，亚

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74,104,170.90�元， 总负债为572,027,439.01�元，

净资产为502,076,731.89�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70,744,787.91�元， 净利润7,

172,995.1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5、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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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吉 林 亚 泰 建 筑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1,655,753,070.90�元，总负债为1,645,404,889.49元，净资产为10,348,181.41� 元，2018

年实现营业收入1,333,785,294.35�元 ，净利润24,751,063.8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日，吉林亚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685,096,545.65�元，总负债

为1,684,929,862.97�元， 净资产为166,682.68�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558,280,

744.88�元，净利润-10,181,498.7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6、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吉林大路

法定代表人：司洪泽

经营范围：建筑工程的室内外装修、机电安装工程施工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47,794,759.43�

元，总负债为110,196,617.37� 元，净资产为37,598,142.06�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81,

229,598.35�元，净利润32,639.53�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日，吉林亚

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56,539,529.81�元， 总负债为116,533,622.38�元，净

资产为40,005,907.43�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99,793,512.27�元， 净利润2,407,

765.3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7、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建筑材料、水泥熟料经销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78,114,946.39�

元，总负债为1,217,896,044.74�元，净资产为-139,781,098.35�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008,736,406.69�元，净利润10,985,995.81�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

30日，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销售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35,853,125.06� 元， 总负债763,375,

089.59� 元， 净资产为-127,521,964.53� 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693,367,891.73�

元，净利润12,259,133.8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8、奇朔酒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二道区

法定代表人：张凤瑛

经营范围：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奇朔酒业有限公司总资产为358,205,098.81� 元， 总负债为

284,244,692.98� 元， 净资产为73,960,405.83�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41,430,752.70�

元，净利润10,059,965.2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9年9月30日，奇朔酒业有限公

司总资产为467,937,009.40�元，总负债385,766,240.79�元，净资产为82,170,768.61�元，

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1,921,999.91�元，净利润8,210,362.78�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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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69,335,458.21�

元，总负债为1,118,963,139.30� 元，净资产为150,372,318.91�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512,727,405.82�元，净利润13,976,658.72�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

日，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293,075,464.38� 元，总负债1,140,321,

288.58� 元， 净资产为152,754,175.80� 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361,574,327.56�

元，净利润2,381,85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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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烟、雪茄烟、保健食品、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截 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 吉 林 亚 泰 超 市 有 限 公 司 总 资 产 为

605,665,268.83�元，总负债为427,471,486.80� 元，净资产为178,193,782.03� 元，2018年

实现营业收入324,105,302.30�元，净利润-8,202,836.69�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9年9月30日，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15,967,045.49�元，总负债为657,076,

644.63� 元， 净资产为158,890,400.86� 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34,439,112.00�

元，净利润-19,303,381.17�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1、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二道区四通路东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水泥预制构件除外）、水泥包装制品、机械配件加工、熟料、

商品砼制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917,977,566.34�元，总负

债为593,280,968.72� 元， 净资产为324,696,597.62�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66,467,

445.44�元，净利润3,591,330.9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9年9月30日，吉林亚泰

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877,838,149.98� 元，总负债为588,621,564.79� 元，净资产为

289,216,585.19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05,951,603.40� 元， 净利润-35,480,

012.4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2、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吉林省长春市

法定代表人：刘树森

经营范围：对水泥、熟料、混凝土、砂浆、混凝土外加剂、塑 编袋及管桩、管片、水泥预制

构件和其他建筑材料以及水泥用石灰 石和大理石开采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74%股权

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总资 产为16,597,841,

361.46�元，总负债为8,189,549,661.39� 元，净资产为8,408,291,700.07� 元，2018年实现

营业收入5,005,538,938.96�元，净利润-29,203,187.44� 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

2019年 9�月 30�日，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9,071,864,059.95�元，

总负债为10,375,549,109.02� 元，净资产为8,696,314,950.93� 元， 2019年1-9月实现营

业收入5,648,545,903.55�元，净利润288,023,250.86�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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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制品（除水泥预制构件）制造；建筑骨料、石灰石、水泥混凝土制

造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4,807,

117,687.94�元，总负债为2,974,131,834.42� 元，净资产为1,832,985,853.52� 元，2018年

实现营业收入1,252,534,257.27�元，净利润87,703,100.20�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

止2019年9月30日，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439,081,484.55�元， 总负债为4,

537,735,605.73�元， 净资产为1,901,345,878.82�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168,

549,154.25�元，净利润68,360,025.30�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4、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伊通满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熟料生产、销售等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83,049,714.30�元，总

负债为325,398,582.55�元，净资产为357,651,131.75�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76,533,

376.83�元，净利润35,245,388.68�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日，亚泰集

团伊通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1,089,033,287.07� 元，总负债为706,226,836.57� 元，净资

产为382,806,450.50�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256,754,776.61�元，净利润25,155,

318.75�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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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怀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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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2,

643,271,169.69� 元， 总负债为1,457,978,669.56� 元， 净资产为1,185,292,500.13� 元，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563,793,372.60�元，净利润7,576,611.25�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截止2019年9月30日，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2,706,932,267.83�元，总负债

为1,496,172,561.68� 元， 净资产为1,210,759,706.15� 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

430,483,167.14�元，净利润25,467,206.02�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16、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

注册地： 吉林市龙潭区

法定代表人：翟怀宇

经营范围：水泥、水泥方砖、水泥砌块、机械制造及维修

与本公司关系：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间接控股其74%股权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吉林亚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602,092,987.82�元，总负

债为506,112,355.52� 元， 净资产为95,980,632.30� 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80,654,

011.01�元，净利润-18,324,533.66�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截止2019年9月30日，吉林亚

泰龙潭水泥有限公司总资产为580,993,089.93� 元，总负债为507,408,373.56� 元，净资产

为73,584,716.37�元，2019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33,361,969.17� 元， 净利润-22,395,

915.93�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被担保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担保金额

2018年末资产

负债率（%）

2019年9月末资

产负债率（%）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68.51 10亿元 81.11 81.57

吉林亚泰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

100 480万元 195.97 197.32

长春亚泰热力有限

责任公司

100 480万元 91.22 94.71

亚泰集团长春建材

有限公司

直 接 持 有

64.61%，间接持

有26.19%

490万元 60.66 53.26

吉林亚泰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100 490万元 99.38 99.99

吉林亚泰恒大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

100 650万元 74.56 74.44

吉林亚泰集团水泥

销售有限公司

74 460万元 112.97 120.06

奇朔酒业有限公司 100 650万元 79.35 82.44

吉林亚泰富苑购物

中心有限公司

100 4亿元 88.15 88.19

吉林亚泰超市有限

公司

100 2亿元 70.58 80.53

吉林亚泰鼎鹿水泥

有限公司

74 4亿元 64.63 67.05

吉林亚泰集团建材

投资有限公司

74 6亿元 49.34 54.40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

公司

74 7.3亿元 61.87 70.47

亚泰集团伊通水泥

有限公司

74 2.4亿元 47.64 64.85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74 3亿元 81.11 81.57

吉林亚泰明城水泥

有限公司

74 4,000万元 55.16 55.27

吉林亚泰龙潭水泥

有限公司

74 1.2亿元 84.06 87.33

吉林大药房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68.51 6亿元 81.11 8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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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8,397万元， 占公司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98.75%， 全部为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

保。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五、备查文件

公司2019年第十二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股票代码：

600113

股票简称：浙江东日 公告编号：

2019-056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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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书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 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

性、框架性约定，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在开展具

体合作业务时，双方将另行商洽签订具体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协议的时间与金额具有不确

定性。

本框架协议对双方能否签署正式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后续就合作细节问题未达

成共识，存在后续正式协议无法签署的可能。

●本次合作不涉及进入新产业领域，不改变主营业务方向，不属于业务范围的重大变

化，不会对公司本年度业务结构和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以后年度业务结构和经营

业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审批和项目的实施情况而定。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后续事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

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赵嘉林、赵丰

性质：自然人

赵嘉林、赵丰，合计持有吉林市汇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100%股权，赵嘉林系吉林市汇

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标的公司：吉林市汇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赵嘉林

注册资本：27000万元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果蔬制品）]；批发兼零售预包装食

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不包含婴幼儿配方奶粉）（按《食品流通许可证》许可的范围经

营）；房屋出租；普通货品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初级农产品、日用品、百货、五金、

交电、建材（不含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器机械及器材、汽车配件、橡胶制

品、纸张、服装鞋帽、文具用品、体育用品、钢材、水泥、饲料经销；化肥零售；市场管理；商品

买卖信息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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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签署的时间

本《投资合作框架协议》由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与赵嘉林、赵丰于2019年11月13日

签订。

（四）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次签署的协议仅为框架性投资协议，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尚未履行审议决策程序。公

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相应

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五）签订协议已履行的审批或备案程序

本协议的签订无需相关部门审批或备案

二、《框架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赵嘉林、赵丰

标的公司：吉林市汇宇食品有限责任公司（赵嘉林持有99.93%股权、赵丰持有0.07%股

权）

（二）合作的背景与目标

为提升吉林市农产品的现代化流通水平，促进吉林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标的公司拟引

进甲方投资，充分利用甲方的品牌、资金、团队、专业营运、管理模式等优势，将标的公司所

属的吉林市东北亚农产品批发市场打造成农产品全品类、现代化、信息化、智慧型市场，成

为农产品质量可追溯、管理数字化的大型一级农批市场及省级农产品物流中心。

合作最终目标为甲方持有目标公司51%股权， 首期投资拟由甲方对目标公司增资1.8

亿元，增资价格根据经双方确认的股权评估值在正式协议中予以确定。

（三）合作落地的前提与基础

1.甲乙双方共同完成对吉林市供销投资集团下属果品市场的整合；

2.甲方聘请中介机构，对目标公司进行法律尽调、审计、评估。 甲方对法律尽调结果满

意；双方对股权评估结果一致确认。

（四）其他

若本框架协议的增资扩股未实施，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包括律师、审计、评估）由甲

方承担。若得以实施，在双方确定的费用额度内由标的公司承担，超出额度的部分由甲方承

担。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合作不涉及进入新产业领域，不改变主营业务方向，不属于业务范围的重大

变化，不会对公司本年度业务结构和净利润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以后年度业务结构和经

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具体合作协议的签订、审批和项目的实施情况而定。

（二）本次合作如能顺利推进并实施，对公司农产品批发交易市场的战略布局产生积

极影响，为公司的跨区域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四、重大风险提示

1. 本次签署的投资框架协议书仅为协议双方根据合作意向， 经友好协商达成的战略

性、框架性约定，本协议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尚需合作双方进一步沟通和落实。在开展具

体合作业务时，双方将另行商洽签订具体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协议的时间与金额具有不确

定性。

本框架协议对双方能否签署正式协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如后续就合作细节问题未达

成共识，存在后续正式协议无法签署的可能。

2.公司将密切关注本协议涉及的后续事宜，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严格按照上

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根据实施进度严格履行审议程序

并持续披露相关信息。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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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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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19年10月14日、2019年11

月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9年10月16日及2019年11月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9-059）。

近日，公司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领取了武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

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317784054XA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叁亿叁仟柒佰柒拾陆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李六兵

成立日期：1999年12月29日

营业日期：长期

住所：武汉市江汉经济开发区江兴路25号C栋

经营范围：通信工程勘察设计、施工与维护、技术咨询与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建筑

智能化弱电系统集成；软件应用系统平台开发与技术服务；建筑安防工程设计、施工与维

护；计算机软硬件、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电子产品批发兼零售；有

线电视工程设计与安装；物业管理；设备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科技、经济信

息咨询；投资管理；电信业务经营；电力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

钢结构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鉴于工商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经营范围与公司原披露的拟变更后的经营范围存在部

分差异，公司根据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对原披露的《公司章程》中涉及经营范围

的条款内容作相应调整，调整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中贝通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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