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1555

股票简称：东吴证券 公告编号：

2020-076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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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21日成功发行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第九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总额为人民币10亿元，票面利率为2.73%，期限为91天，兑付日期

为2020年10月20日。

2020年10月20日，公司完成兑付本期短期融资券本息共计人民币1,006,806,301.37元。

特此公告。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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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

发行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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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中市协注〔2020〕SCP430号文注册，本公司于2020年10月16日在

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2020年度第七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20赣粤SCP007” ），发行规模为人民

币4亿元，发行期限为30日，起息日为2020年10月19日，发行利率为1.34%。 本次募集资金4亿元已于

2020年10月19日划入公司指定账户。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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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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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将公司2020年9月份车辆通行服务营运收入数据公告如下：

公司2020年9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326,470,072.74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3.49%。

2020年9月份车辆通行服务收入一览表

单位：元

2020年

9月份

2019年

9月份

同比

增长率（%）

昌九高速 101,091,818.57 64,736,345.95 56.16

昌樟高速 62,117,110.87 49,928,824.97 24.41

昌泰高速 77,303,179.10 61,557,309.22 25.58

九景高速 48,748,293.69 51,259,401.03 -4.90

彭湖高速 11,461,466.92 11,986,854.42 -4.38

温厚高速 9,318,088.34 9,105,439.73 2.34

昌奉高速 8,611,971.20 7,987,969.68 7.81

奉铜高速 7,818,144.05 7,809,371.92 0.11

合计 326,470,072.74 264,371,516.92 23.49

上述数据系江西省高速公路联网管理中心拆分数据，未经审计。 自执行“营改增” 政策后，该通行

服务收入中含增值税，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江西赣粤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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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债券代码：

127616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属下光伏发电项目纳入光伏

竞价转平价上网项目名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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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公布光伏竞价转平价上网项目的通知》

（国能综通新能〔2020〕107号，以下简称《通知》）。 公司属下全资子公司广州发展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的12个光伏发电项目，共计43.614万千瓦装机容量被纳入本次竞价转平价上网项目范围。

根据《通知》， 除并网消纳受限原因以外， 本次纳入光伏竞价转平价上网项目名单的项目须于

2020年底前核准（备案）并开工建设，2021年底前并网。 未在规定时间内并网的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

目将从清单中移除。 电网企业按照平价上网项目有关政策要求，按项目核准时国家规定的当地燃煤标

杆上网电价与光伏发电平价上网项目单位签订长期固定电价购售电合同（不少于20年）。

本次公司属下43.614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纳入光伏竞价转平价上网项目名单，将有利于公司新能

源业务规模化发展，提升公司综合实力。公司将按照《通知》要求，加快项目建设，保障项目按要求建成

并网。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公布光伏竞价转平价上网项目的通知》（国能综通新能

〔2020〕107号）

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335

证券简称：国机汽车 公告编号：临

2020-41

号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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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汽工程” ）于2020年10月20日收到西北（陕西）国际招标有限公司送达的《中标通知书》，确认中

汽工程中标《陕汽重卡扩能EPC总承包一期项目国内招标》。 现将本次中标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项目名称：陕汽重卡扩能EPC总承包一期项目国内招标

招标人：陕西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陕汽重卡扩能EPC总承包一期项目为在泾渭新城建设一个年产重卡整车及车架和研发

试验、试制三个功能的生产基地。

招标范围：包括工程建设内容的勘察、设计、土建施工、装备供应、现场安装施工、联调联试直至工

程竣工验收，同时包含项目报建、报审和验收手续的办理等。

项目地点：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泾渭新城桑军大道1号

项目周期：合同签订后480日历天

中标金额：人民币223,398万元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金额为人民币223,398万元，中标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预计将对公司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助于提升公司汽车工程及装备业务在汽车工程行业的市场影响力。

三、相关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汽工程收到上述项目的中标通知书，但尚未与招标人签署正式合同。公司将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于近期签署合同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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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国机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1日

证券代码：

000963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41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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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10月13日以

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于2020年10月19日以现场并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

董事9名，实际参加董事9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

议合法有效。

董事会就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经现场书面及通讯方式表决，通过决议如下：

审议通过《华东医药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美华东与美国ImmunoGen公司签署产品独家临床开发及

商业化协议的议案》。

1、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美华东” ） 与美国

ImmunoGen, � Inc.（以下简称 “ImmunoGen” ） 达成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协议。 公司获得

ImmunoGen美国临床三期在研产品Mirvetuximab� Soravtansine（新型抗体偶联药物ADC，用于治

疗卵巢癌）在大中华区（含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权益。 中美华东

将向ImmunoGen支付4000万美元首付款和最高可达2.6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以及约定比例的销售

额提成费。

2、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吕梁先生代表公司对外签署本次与ImmunoGen签署产品独家临床开发及

商业化协议涉及的相关法律文书。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 0�票。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决策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具体详见《华东医药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美华东与美国ImmunoGen公司签署产品独家临床开发及

商业化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2）。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000963�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华东医药 公告编号： 2020-042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

中美华东与美国

ImmunoGen

公司签署

产品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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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签署协议类型：产品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协议

2、签署协议内容：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东医药” 、“本公司”或“公司” ）全资子公

司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美华东” ） 与美国ImmunoGen, � Inc.（以下称

“ImmunoGen” ） 达成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协议 （以下简称 “《合作协议》” ）。 华东医药获得

ImmunoGen美国临床三期在研产品MirvetuximabSoravtansine（新型抗体偶联药物ADC，用于治疗

卵巢癌）在大中华区（含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权益。 中美华东将

向ImmunoGen支付4000万美元首付款和最高可达2.65亿美元的里程碑付款， 以及约定比例的销售额

提成费。

3、特别风险提示：

ImmunoGen的产品目前处在研发过程中，未来在美国、欧洲及大中华区（含中国大陆，香港、澳门

和台湾地区） 是否能顺利完成注册并进行商业化，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本次中美华东与

ImmunoGen签署产品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的合作协议， 未来是否能实现预期收益， 受产品研发进

展、注册法规、上市时间和商业化运作结果等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公司董事会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本公司于2020年10月19日召开的九届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中美华东与美国

ImmunoGen公司签署产品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协议的议案》， 本公司已于2020年10月19日签署了

相关合作协议，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概况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华东与ImmunoGen于近日签署了产品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的合作协

议 。 根 据 合 作 协 议 约 定 ， 中 美 华 东 将 获 得 ImmunoGen 美 国 临 床 三 期 在 研 产 品

MirvetuximabSoravtansine（以下简称“MIRV” ）在大中华区（含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的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权益。 中美华东将向ImmunoGen支付4000万美元首付款和最高可达2.65亿

美元的里程碑付款，以及约定比例的销售额提成费。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并授权公司董事长

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交易的决策权限在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协议各方基本情况

1、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12月31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72,308,130元。 主要从

事医药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覆盖的核心治疗领域包括抗肿瘤、免疫、糖尿病、慢性肾病、消化系统

等。

中美华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中美华东经审计总资产为81.84亿元，净资

产57.06亿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5.08亿元，净利润21.98亿元。

2、ImmunoGen,� Inc.

ImmunoGen成立于1981年， 注册地址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沃尔瑟姆，1989年11月在美国

NASDAQ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IMGN，当前市值约10.04亿美元（2020年10月16日数据）。 该公

司利用抗体-药物偶联技术（ADC），从事抗肿瘤药物研发，是全球最知名的ADC药物研发公司之一，

有多个创新型产品处于研发阶段。 ImmunoGen第一大股东为Wellington� Management� Company,�

LLP， 持股比例13.36%； 第二大股东为Vanguard� Group, � Inc.， 持股比例8.54%； 第三大股东为

Blackrock� Inc.，持股比例8.28%，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股东持股信息为2020年6月29日披露数据）。

ImmunoGen� 2019年末总资产2.35亿美元，净资产-7612万美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3478万美元，

净利润-1.04亿美元。

ImmunoGen自成立以来，深耕生物制药领域，与包括罗氏、拜耳、诺华、赛诺菲等多家国际知名制

药企业展开合作。 ImmunoGen研发的ADC产品Kadcyla?（ado-trastuzumabemtansine，中文名：赫

赛莱， 用于治疗HER2阳性乳腺癌）2013年获批并由罗氏上市销售， 是目前全球最畅销的ADC产品。

ImmunoGen开发的Sarclisa?（Isatuximab） 是全球获批的第二个CD38单抗， 治疗多发性骨髓瘤，

2020年在美国获批，由赛诺菲公司负责销售。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产品情况

1、产品基本信息

产品名称：MirvetuximabSoravtansine（以下简称“MIRV” ）

适应症：卵巢癌（在研首个卵巢癌适应症为：叶酸受体高表达的铂类耐药卵巢癌，包括卵巢上皮癌、

输卵管癌或原发性腹膜癌。 ）

作用机理：叶酸受体α（FRα）在实体瘤如卵巢癌，肺癌和乳腺癌中高表达，在正常细胞中表达很

低。 MIRV通过与肿瘤细胞膜表面的FRα结合，通过内吞效应进入肿瘤细胞，在肿瘤细胞内酶的作用

下，释放抗微管药物DM4，通过抑制微管蛋白聚合和微管聚集，导致细胞周期中止和细胞凋亡。

目前在研阶段：MIRV正在进行美国III期临床试验，中国尚未启动临床试验。

2.�抗体偶联药物（Antibody� Drug� Conjugate,� ADC）

抗体偶联药物是将抗体（或抗体片段）和化学药连接而成，兼具生物药和化学药的优势，是利用抗

体独特的靶向性质和细胞毒极强的药物偶联设计的一种抗肿瘤新药， 能够精准地将药物富集在肿瘤组

织，从而在杀死肿瘤细胞的同时对正常细胞基本没有毒性。

3、市场情况

1）卵巢癌的流行病学及分类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卵巢癌新发病例5.21万例，死亡2.25万例。 另据国家卫

健委2018年版卵巢癌诊疗规范，在我国，卵巢癌年发病率居女性生殖系统肿瘤第3位，位于子宫颈癌和

子宫体恶性肿瘤之后，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死亡率位于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之首，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

的恶性肿瘤。

卵巢恶性肿瘤包括多种病理类型，其中最常见的是上皮癌（EOC）包括卵巢上皮癌、输卵管癌、腹

膜癌。由于缺乏有效的筛查手段，超过70%的EOC患者被诊断时已经是晚期（IIIC及IV级），对于铂类耐

药的患者，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存在严重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2）卵巢癌治疗方案

手术和化疗是卵巢恶性肿瘤治疗的主要手段。极少数患者可经单纯手术而治愈，但绝大部分患者需

联合手术和化疗等进行综合治疗。

根据中国治疗指南和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指南，对于铂耐药卵巢癌患者，再次化疗效

果较差，对铂耐药复发者，首选非铂类单药（多柔比星脂质体、多西他赛、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口服依

托泊苷、吉西他滨、紫杉醇周疗、拓扑替康）+/-贝伐珠单抗，有效率仅为10%～25%。

4、产品临床情况

ImmunoGen在2016-2018年间开展的一项评估MIRV治疗FRα阳性、铂耐药卵巢癌的随机、开放

标签的三期临床研究FORWARD� I中，共招募366例患者，按2:1的比例随机接受MIRV或医生选择的

单药化疗。受试者为表达中等或高水平FRα且既往接受过至多3种治疗方案的铂耐药卵巢癌患者，主要

终点为无进展生存期(PFS)。 2019年3月1日，ImmunoGen宣布FORWARD� I未能达到主要终点。 虽然

MIRV组患者的客观缓解率（ORR）为22%，化疗组为12%（P=0.015），但是作为主要临床终点的PFS

（HR:0.981,� P=0.897），和总生存期OS（HR:0.815,� P=0.248），均未表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

ImmunoGen随即对该临床试验数据重新进行了分析， 发现在FRα高表达的亚组患者中 （占比

60%），与化疗相比，MIRV组患者呈现出更高的ORR（24%� vs� 10%,� P� =0.014)），PFS（4.8个月vs�

3.3个月,� HR:0.693,� P=0.049）和OS（HR:0.618，P=0.033）。

ImmunoGen总结了FORWARDI临床试验未达主要终点的原因，主要为（1）筛选FRα中高表达

的检测方法为10X评分，导致入组了FRα低表达的患者。 利用PS2+方法重新评估后发现高表达的患者

群更容易从PFS，OS和ORR获益。 （2）FORWARDI的统计分析采用了较激进的2:1方案设计，增加了

临床研究未达终点的不确定性。

基于对FORWARDI临床试验的总结，ImmunoGen与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沟通并得

到FDA同意后，在2019年底和2020年中分别启动2项新的关键性临床，代号为MIRASOL和SORAYA。

（1）MIRASOL是一项确证性随机III期临床试验，430例患者将以1:1的比例 （FORWARDI为2:1）随

机接受MIRV或研究者选择的化疗方案。 入选标准包括采用PS2+评分法（FORWARDI为X10评分法）

确认为表达高水平FRα（FORWARD� I为FRα中高表达）且既往接受过至多3种治疗方案的铂耐药卵

巢癌患者。 主要终点为PFS，关键次要终点包括ORR、OS等。 （2）SORAYA是一项关键性单臂临床试

验，将入组约110例患者，入选标准包括采用PS2+评分法确认为FRα高表达、既往已接受至多3种治疗

方案且至少接受过一种含贝伐珠单抗治疗的铂耐药卵巢癌患者。 主要终点为ORR，关键次要终点为缓

解持续时间（DOR）。

同时，ImmunoGen正在开展一项代号为FORWARD� II的1b/2期临床研究， 用以评估MIRV与贝

伐珠单抗联用、MIRV与卡铂联用、MIRV与阿霉素脂质体（PLD）联用、MIRV与卡铂+贝伐单抗联用

以及MIRV与派姆单抗等5种联用方案，治疗成人FRα阳性卵巢癌、原发性腹膜或输卵管肿瘤患者的安

全性、耐受性和药代动力学特性（PK）。

2020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报道了FORWARD� II研究中MIRV联合贝伐珠单抗的临床试

验数据，在60例既往接受过中位数2次治疗（1-4次）的受试者中，28例受试者观察到客观缓解，ORR为

47%。 在肿瘤FRα高表达（n� =� 33）患者的亚组分析中，ORR为64%，在铂耐药和铂敏感患者亚组分析

中，ORR均至少为50%。

2020年9月在欧洲肿瘤医学协会会议（ESMO）上ImmunoGen公布了FORWARD� II研究中三药

联合临床试验的最终数据。 共招募了41名铂敏感的晚期卵巢癌受试者（既往接受过最多不超过2次治

疗）， 在接受MIRV、 贝伐珠单抗及卡铂三药联合治疗后，ORR为83%，DOR为10.9个月，PFS为12.8个

月。

5、权属情况

ImmunoGen保证合法拥有与本次授权产品相关的专利及技术， 不存在与任何其他实体的权属争

议，也不存在任何有损权属状况的抵押或其他产权负担。

四、《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要内容

中美华东获得ImmunoGen产品MirvetuximabSoravtansine在大中华区（含中国大陆，香港、澳

门和台湾地区）的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权益。

2、协议金额

协议总金额由首付款、临床和注册里程碑、销售里程碑及销售额提成费组成，其中：

（1）首付款4000万美元，于协议签署并生效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

（2）临床和注册里程碑以及销售里程碑最高可达2.65亿美元，将在MIRV产品相关临床和注册里

程碑完成后，以及该产品在大中华区年净销售额达到约定的金额后进行支付；

（4）销售额提成费，将根据该产品在大中华区内当年销售额达成的不同，按照约定比例进行支付。

3、协议生效

上述独家开发及商业化协议经合作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本次合作意义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截止2020年8月底，全球已经有10款ADC药物获得FDA批准上市。根据EvaluatePharma和BCG预

测 ， 全 球 ADC 市 场 预 计 在 2024 年 将 达 到 129 亿 美 元 。 公 司 本 次 授 权 引 进 的

MirvetuximabSoravtansine，是全球首个针对FRα阳性卵巢癌的ADC在研药物，用于治疗叶酸受体

高表达的铂类耐药卵巢癌，属于全球首创产品（First-in-class），ImmunoGen预计将于2021年底在美

国递交上市申请，2022年在有望在美国获批上市， 公司计划于2021年上半年启动MIRV中国区临床注

册申请。

铂耐药难治性卵巢癌目前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 生存期短， 存在严重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

MIRV凭借其良好的安全性以及与其他药物联合治疗的潜力，有望进一步拓展其适应症，从铂耐药卵巢

癌到铂敏感卵巢癌，从后线治疗到前线治疗和维持治疗。 此外，ImmunoGen还在积极探索MIRV在卵

巢癌以外的适应症拓展。 公司经过详细的内外部尽职调查，对产品的有效性、安全性和成药性做出了科

学性判断，认为MIRV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和商业潜力。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向国际化和科研创新转型的战略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公司创新产品管线，有利于

逐步提升公司的国际化和科研创新水平。

本次通过与全球最知名的ADC药物研发公司之一ImmunoGen合作， 在为公司增强抗肿瘤领域竞

争力的同时，提升了华东医药在国外医药行业和国际合作中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双方期待能够继续开展

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合作。

公司未来将加大布局ADC抗肿瘤领域，基于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不断研发针对不同癌种的ADC

产品，依托于公司现有的生物技术研发平台以及同ImmunoGen这样全球领先的研发公司合作，做强做

深产品创新链和产业生态链，最终实现华东医药抗肿瘤领域的国际化布局。

六、后续工作计划安排

1、本次合作协议签署后，公司将向国内负责境外技术引进备案的政府主管部门进行相应申报并办

理相关外汇管理登记手续，及时履行合作协议款项的支付义务。

2、本次合作达成后，双方将就后续的研发、注册和市场销售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共同促进该产品

在授权区域内注册、上市销售以及后续研发工作。

3、本次签署合作协议所需的首付款4000万美元及后续临床和注册里程碑、销售里程碑及销售额提

成费等款项，将由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或银行融资方式支付。

七、本次合作的风险分析

1、创新医药产品具有高科技、高风险的特点，标的产品目前正在美国开展III期临床试验，尚未正式

获得批准上市，且后续在合作区域内仍需开展相关临床研究及注册工作，产品的前期研发以及从技术开

发、临床试验、注册到上市的周期长、环节多，容易受到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规定履行本次交易后续的有关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决议》

2、《产品独家临床开发及商业化协议》

特此公告。

华东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股票代码：

601328

股票简称：交通银行 编号：临

2020-05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延期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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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原定的召开日期：2020年10月30日

●会议延期后的召开日期：2020年11月18日

一、原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一）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10月30日

（三）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328 交通银行 2020/9/29

二、股东大会延期原因

本公司于2020年9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发布《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原定于2020年10月30日召开本公司2020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现因会议筹备原因，本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10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批准了《关于延期召

开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将上述股东大会延期至2020年11

月18日召开。 该议案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延期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三、延期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延期后的现场会议的日期、时间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11月18日 9点30分

（二）延期后的网络投票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自2020年11月18日

至2020年11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延期召开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拟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将拟

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通过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本行的截止日期由2020年10月9日顺延至2020年10月

29日，原书面授权委托书和书面回复继续有效。

其他相关事项，请参照本公司2020年9月15日发布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编号：临2020-053）。

四、其他事项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113

证券简称：金能科技 公告编号：

2020-145

债券代码：

113545

债券简称：金能转债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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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之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

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能化学” ）。

●本次担保数量：本次担保变更主债权合同，变更金额为2,005万元。

●担保余额：截至目前，公司为金能化学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40,000万元，已实际使用的

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8,618.10万元（含本次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1、本次变更主债权合同情况

为满足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建设顺利进行，金能化学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申请开立271.26万美元信用证，于2020年10月16日与浦发银行签订

编号为69142020280525的《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

因原与浦发银行签订的编号为69142020280187的《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书》债务已部分偿还，鉴

于票据池额度可滚动使用， 将2,005万元额度用于编号为69142020280525的 《开立信用证业务协议

书》。

2、担保合同情况

2019年6月17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签订了《最高额质押合同》，合

同编号为ZZ2941201900000003，担保期限自2019年6月17日至2022年6月17日，担保金额最高不超过

人民币10,000万元。 2020年4月30日，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签订了《最高

额质押合同之补充/变更合同》，合同编号为ZZ2941201900000003，将担保金额变更为最高不超过人

民币30,000万元，截至目前，本合同项下实际使用额度为人民币17,375.10万元。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4月15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0

年5月8日，公司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

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2020年度为金能化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担保。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

表了同意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的《金

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46

号）。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金能化学（青岛）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3、法定代表人：秦庆平

4、成立时间：2018年03月09日

5、注册资本：捌拾亿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从事新材料、化工、节能环保科技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化工检测服务，质量监

测，仪器、机械设备租赁和销售（除特种设备），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高分子材料、化工原料及

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一类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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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与本公司关系：金能化学是公司全资子公司青岛西海岸金能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8、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0年6月30日，金能化学的总资产为4,222,831,698.11元、总负债为777,

361,176.44元， 其中流动负债为777,361,176.44元、 净资产为3,445,470,521.67元、 净利润为-13,

085,052.99元。

三、最高额质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出质人：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分行

担保类型：以票据及保证金账户中的保证金提供质押担保

最高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担保范围：除了本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本合同所指 利息包括利息、罚息和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质权人实现担保权

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担保期限：2019年6月17日至2022年6月17日

质押物情况：累计质押银行承兑汇票人民币17,375.1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计划是为满足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和项目建设所需，不会对公司产

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对下属全资子公司具有绝对控制权，且具备良好的偿债

能力，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审议

和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章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

通知》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公司2020年度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之间担保额度的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金能化学提供的担保合同余额为人民币40,000万元，实际使用担保余

额为人民币18,618.10万元（含本次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金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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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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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柳州市东环大道282号两面针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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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8,99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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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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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钻煌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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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张重义先生以视频会议的方式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韦元贤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叶建平先生、杨玲女士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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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

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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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473,467 99.7624 520,300 0.237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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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聘请永拓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0年度财

务报表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

案》

2,019,581 79.5147 520,300 20.485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不涉及关联交易，也没有特别决议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盈科（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毅、李志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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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州两面针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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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87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第九届董事会二〇二〇年度

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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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0

年度第17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1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10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公司现有董事九人，全体董事出席会议，董事麦伯良先生、董事高翔先生作为关联人回避表决。公司

监事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鉴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有效期于2020年9月27日到期，2020年9月25日为最后交易日，因此，根据《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以及股东大会的授权，同意注销A股股票期权在第二个行权期逾期未行使的股票期

权总计9,554,240股。

表决结果：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17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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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第九届监事会二〇二〇年度

第六次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2020

年度第6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10月14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0年10月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 公司现有监事三人，全体监事出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和《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形成以下意见

经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决议：

（一）鉴于《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票期

权激励计划》” ）有效期于2020年9月27日到期，2020年9月25日为最后交易日。 因此，根据《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经核查，同意注销A股股票期权在第二个行权期逾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总计9,

554,240股。

（二）公司注销A股股票期权在第二个行权期逾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九届监事会2020年度第6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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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注销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

期权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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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20年10月20日，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召

开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A股股票期权在第二个行权期逾期未

行使的股票期权的决议》。 根据本公司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 ），董事

会同意：（1）注销对2010年9月28日授予的首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A股股票期权（以下简称“首批股票

期权” ）在第二个行权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共计6,883,580股予以注销；（2）注销对2011年9月22日

授予的第二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A股股票期权（以下简称“第二批股票期权” ）在第二个行权期，未行

使的股票期权共计2,670,660股予以注销（以下统称“A股股票期权” ）。 具体情况如下：

一、A股股票期权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2009年12月28日，本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09年度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国际海运集

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

事宜的议案》。

2010年9月1日，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10年度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国国

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无异议后，2010年9月17日， 本公司201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股权激励计划》。

（一）首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2010年9月27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0年度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集集团董事会关于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确定首批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授权日为2010年9月28日。

2011年1月26日，首批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完成。经董事会审议，经2010、2011、2012、2013、2014、

2015、2016、2017、2018、2019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 首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为人民币7.94

元。

2015年5月12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首批股票期权的激励对

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内（2014年9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止）可行权其所持股票期权的75%。

（二）第二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的决策程序和批准情况

2011年9月21日，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1年度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集集团董事会关于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议案》， 确定第二批股票期权的授权日为2011年9月

22日。 2011年11月17日，第二批股票期权的授予登记工作完成。 经董事会审议，经2010、2011、2012、

2013、2014、2015、2016、2017、2018、2019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实施后，第二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调整

为人民币12.55元。

2015年10月9日，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5年度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批股票期权的激

励对象在第二个行权期内（2015年9月22日至2020年9月27日止）可行权其所持股票期权的75%。

二、两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结束后股票期权的失效情况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第十八条规定：“在每一个行权期中，如果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但在该行

权期内未将获授的可在该行权期内行权的期权全部行权的，则该行权期结束后未行权的该部分期权由

公司注销。 ”

截至2020年9月27日，公司首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结束，公司激励对象已累计行权36,004,

168股，逾期未行权数量为6,883,580股（未行权激励对象11名）。 逾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由公司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注销。

截至2020年9月27日， 公司第二批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已结束， 公司激励对象已累计行权1,

906,950股，逾期未行权数量为2,670,660股（未行权激励对象27名）。 逾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由公司

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注销。

三、本次注销对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和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注销是根据《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对行权期结束后逾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不会

对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董事会对本次注销的审议情况

2020年10月20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0年度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A股股票期权

在第二个行权期逾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的决议》，关联董事麦伯良先生、关联董事高翔先生在本次董

事会上回避表决，其余7名参会的非关联董事参与表决，同意注销A股股票期权在第二个行权期逾期未

行使的股票期权总计9,554,240股。

五、监事会对本次注销的核查意见

公司监事就本次注销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认为公司注销逾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

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 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同意注销A股股票期权在第二个行权期逾期未行使的股

票期权总计9,554,240股。

六、独立董事对本次注销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注销事项出具独立意见，认为公司注销逾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

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 等相关法律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公司注销逾期未行使的A股

股票期权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董事麦伯良先生、董事高翔先

生作为关联人回避表决，未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律师关于本次注销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拟注销2010年9月28日授予的A股股票期权在第二个行

权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及2011年9月22日授予的A股股票期权在第二个行权期未行使的股票期权，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和《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已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注销该

等股票期权事宜，尚需根据《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票期权注销手续。

八、备查文件

1.《股权激励计划》；

2.�董事会决议；

3.�监事会决议；

4.�独立董事意见；

5.�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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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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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诉讼（仲裁）阶段：相关诉讼案件目前处于出具一审判决书、裁定书和被起诉阶段。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洲际油气” ）为被

告、被申请人。

●诉讼案件涉及金额：本次披露的诉讼进展案件中已披露的诉讼案件涉及金额约7.6亿元，未披露

的诉讼案件涉及金额约2.2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本次披露的诉讼进展事项不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涉及相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与自然人李巧丽的借款协议纠纷

1、2019年12月13日， 深圳市国际仲裁院向公司下达了 《仲裁裁决书》（华南国仲深裁[2019]663

号），裁定公司向自然人李巧丽偿还借款本金22,000万元、自2018年5月2日起计至借款本息实际清偿

之日止的借款利息，以及相关的律师费、财产保全费、诉讼保全费等；裁定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正和” ）以其持有的洲际油气8680万股质押股票及其派生权益承担质押担保责任，裁

定广西正和与柳州正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正和” ）对公司欠李巧丽债务承担连带保证

清偿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对外披露的《涉及诉讼的公告》。

2、2020年4月27日，公司、广西正和和柳州正和与自然人李巧丽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对外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

3、公司近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0月12日向公司、广西正和、柳州正和下发

的编号为（2020）粤03执2732号之一的《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广西正和实业集团有

限公司名下证券账户B880967714持有的洲际油气（证券代码：600759，股份性质：无限售流通股）86,

800,000股以清偿债务。

（二）与晟视公司的保证合同纠纷

1、2019年3月7日，晟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晟视公司” ）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

简称“北京高院” ）起诉洲际油气，请求洲际油气作为债务人上海泷洲鑫科能源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泷洲鑫科” ）的连带责任保证人，对其未偿还的贷款5亿元本金及利息、逾期罚息及复利。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对外披露的《涉及诉讼及诉讼和解的公告》。

2、公司近日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30日下发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19）京民初

34号，判决洲际油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晟视公司偿还本5亿元及利息、罚息；洲际油气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晟视公司支付律师费100万元；洲际油气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泷洲鑫科追

偿；驳回晟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目前正在准备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请上诉。

（三）与海南建行的借款协议纠纷

2020年4月21日，洲际油气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建行” ）签

订《人民币贷款期限调整协议》，由海南建行向洲际油气提供的借款本金22,000万元进行期限调整，期

限调整后到期日为2020年6月30日止。 因洲际油气未能按期还款，海南建行于2020年7月7日向海南省

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洲际油气，请求洲际油气偿还本金人民币22,000万元整、截至2020年6月30日

止的利息239,250元及自2020年7月1日起至全部款项清偿之日为止的利息， 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保全

费、律师费等费用。

目前，本案未开庭审理，尚在沟通和解中。

二、相关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本次进展和新增案件不影响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本次拟将拍

卖、执行控股股东广西正和持有洲际油气的股票不会影响控股股东的控股地位，不会导致实际控制人变

更。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10月20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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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21日 星期三

2020年

9月份

2019年

9月份

同比

增长率（%）

昌九高速 101,091,818.57 64,736,345.95 56.16

昌樟高速 62,117,110.87 49,928,824.97 24.41

昌泰高速 77,303,179.10 61,557,309.22 25.58

九景高速 48,748,293.69 51,259,401.03 -4.90

彭湖高速 11,461,466.92 11,986,854.42 -4.38

温厚高速 9,318,088.34 9,105,439.73 2.34

昌奉高速 8,611,971.20 7,987,969.68 7.81

奉铜高速 7,818,144.05 7,809,371.92 0.11

合计 326,470,072.74 264,371,516.92 23.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