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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8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1-040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及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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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确保资金流畅通，同时加强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的日常管

理，增强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计划性和合理性，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瑞康医药” ） 于2021年8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1年8月27日召开2021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

及控股公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提供担保、子公司互相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600,000万元，其

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250,000万元，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下的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为不超过350,000万元。 适用期限为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两年

内。

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申请综合授信、借款、融资租赁等融资业务。 担保种类包括一般保证、连带责

任保证、抵押、质押等。 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的具体金额在上述额度范围内根据

实际情况分配，担保额度包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 实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

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及子公司因业务需要办理上述担保范围内业务，不需要另行召开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 在额度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指定的授权

代理人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包括在银行授信签署与上述业务相关的全部合同、承诺书等文件。

具体进展情况如下表：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金融机构名称

与担保人关

系

担保期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类型

瑞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众合贸易有

限公司

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

亭支行

控股公司 一年 5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瑞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旭日鸿升生

物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

控股公司 一年 4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瑞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瑞康医药

有限公司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

尔滨分行

控股公司 一年 1,0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瑞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瑞康医药

有限公司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黑龙江省分行直属

支行

控股公司 一年 2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瑞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瑞康鑫

白云医药有限公

司

齐齐哈尔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一年 1,5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瑞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康海医药生

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海印支行

控股公司 一年 1,0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瑞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瑞康医疗有

限公司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

控股公司 两年 1,0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瑞康医药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瑞康医药河源有

限公司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

州海印支行

控股公司 一年 1,000.00

连带责任保

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 成立日期 注册地点 法人代表

注册资本

（万元）

经营范围

海南众合贸易有限公司 2014/1/21

海南省洋浦经济开

发区

刘忠毅 1,000.00 医疗器械销售等

北京旭日鸿升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2011/10/27 北京市 陶春芳 2,000.00 医疗器械销售等

黑龙江瑞康医药有限公司 2013/5/6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杜平 5,000.00 药品销售等

黑龙江省瑞康鑫白云医药

有限公司

2020/4/18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

市

杜平 2,000.00 药品、医疗器械销售等

广州康海医药生物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2006/7/7 广东省广州市 刘忠毅 1,000.00 医疗器械销售等

湖南瑞康医疗有限公司 2014/10/24 湖南省长沙市 刘忠毅 10,000.00 药品、医疗器械销售等

瑞康医药河源有限公司 2005/7/12 广东省河源市 刘忠毅 3,000.00 药品、医疗器械销售等

三、被担保人一年一期财务状况

被担保人

2020年 2021年1-6月

资产

总额

（万

元）

负债

总额

（万

元）

净资

产

（万

元）

营业

收入

（万

元）

利润

总额

（万

元）

净利

润

（万

元）

资产

负债

率

资产

总额

（万

元）

负债

总额

（万

元）

净资

产

（万

元）

营业

收入

（万

元）

利润

总额

（万

元）

净利

润

（万

元）

资产

负债

率

海南众合贸易

有限公司

1,

845.4

0

639.7

2

1,

205.6

8

1,

628.5

0

70.32 60.59

34.6

7%

2,

234.8

5

866.4

2

1,

368.4

3

2,

082.4

4

169.7

2

162.7

4

38.7

7%

北京旭日鸿升

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10,

206.7

7

4,

743.7

7

5,

463.0

0

10,

561.8

5

1,

555.6

9

1,

170.3

3

46.4

8%

10,

393.1

6

4,

417.6

4

5,

975.5

2

4,

619.8

9

689.9

3

512.5

2

42.5

1%

黑龙江瑞康医

药有限公司

11,

478.0

0

9,

155.0

0

2,

323.0

0

12,

174.0

0

472.1

7

353.0

2

79.7

6%

7,

798.4

7

5,

228.7

7

2,

569.7

0

6,

069.3

3

329.6

0

247.2

0

67.0

5%

黑龙江省瑞康

鑫白云医药有

限公司

6,

487.8

9

4,

186.2

7

2,

301.6

2

4,

866.9

4

277.3

3

202.4

8

64.5

2%

7,

461.2

1

4,

957.4

9

2,

503.7

1

3,

453.4

7

273.0

0

202.0

9

66.4

4%

广州康海医药

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17,

233.9

4

12,

327.3

6

4,

906.5

8

17,

609.6

4

693.3

9

505.3

7

71.5

3%

18,

913.8

0

15,

724.8

7

3,

188.9

2

9,

880.9

1

1,

259.2

1

1,

044.

95

83.1

4%

湖南瑞康医疗

有限公司

13,

983.9

8

11,

569.4

7

2,

414.5

1

14,

772.5

1

931.0

6

761.1

8

82.7

3%

11,

876.5

8

9,

056.5

5

2,

820.

03

5,

712.2

2

628.3

9

405.5

2

76.2

6%

瑞康医药河源

有限公司

9,

622.0

3

4,

830.8

8

4,

791.1

5

15,

531.2

4

941.3

1

696.7

6

50.2

1%

8,

617.1

9

3,

435.8

8

5,

181.3

2

7,

708.8

9

528.5

3

390.1

6

39.8

7%

四、拟签订担保协议的子公司情况

担保人 被担保人 金融机构名称

与担保人关

系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类型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江西瑞康时代供应链管

理有限公司

江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中山路支行

控股公司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高瑞医药有限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扬州分行

控股公司 5,000 连带责任保证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富达康源（北京）科技

有限公司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控股公司 500 连带责任保证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上海穗丰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支行

控股公司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瑞康医药集团上海有限

公司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宝山支行

全资公司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河南省德建药业有限公

司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公司 1,000 连带责任保证

上海佑融林承医疗

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瑞康医药集团上海有限

公司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

全资公司 5,000 连带责任保证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1）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

子公司之间互相担保， 无其他对外担保。 以上担保额度实际发生担保金额合计为0.2亿元， 占公司

2020年经审计净资产的0.27%，其中：向资产负债率为70%以上的担保对象担保0.1亿元，向资产负债率

为70%以下的担保对象担保0.1亿元。

（2）公司累计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形，无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六、备查文件

公司签署的担保相关合同。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19� � �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1-094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

准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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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17日收到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北京东方中科集

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万里锦程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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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033号），批复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 核准你公司向万里锦程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46,862,409� �股、 向刘达发行

12,072,378股、向金泰富资本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发行9,736,038股、向杭州明颉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发行8,368,287股、向青岛精确智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6,490,691

股、向珠海格力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发行6,490,691股、向赵国发行4,956,600股、向张林林

发行4,869,055股、向珠海华安众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4,316,310股、向苏州国丰鼎

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3,894,414股、向珠海华安众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

行3,569,881股、 向珠海大横琴创新发展有限公司发行3,245,346股、 向王秀贞发行3,

089,829股、 向刘顶全发行2,948,212股、 向张小亮发行2,928,900股、 向孙文兵发行2,

555,546股、 向北京泰和成长控股有限公司发行1,622,671股、 向余良兵发行1,249,621

股、向西藏腾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行973,604股、向珠海众诚联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

行681,521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6亿元。

三、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会的方案及有

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应当

及时报告我会。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中国证监会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股

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并将根据实施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819� � � �证券简称：东方中科 公告编号：2021-095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与草案（五次修

订稿）主要差异情况的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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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东方中科” 、“上市公司” 、“公

司” ）拟进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东方中科” ）

于2021年2月24日全文披露《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以下简称“《报告书》” ）。

根据2021年3月5日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北京东方中科

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 （需行政许可）【2021】 第5

号）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相关事项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对《报告书》进行了

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于2021年3月24日全文披露《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公司于2021年3月24日公告了《2020年年度报告》，于2021年3月25日召开了关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股东大会，本次交易对手苏州国丰鼎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于2021年3月26日完成了合伙人变更的工商手续。 基于上述事项，公司对《报告书》进行了

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于2021年3月27日全文披露《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二次修订稿）》。

2021年4月28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

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10783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根据反馈意见的要求，公

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就相关事项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并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

[2021]7945号《审计报告》及致同会计师出具的致同审字（2021）第110A021351号《备考

审阅报告》，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完善和更新，于2021年6月9日全文披露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三次修订稿）》。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天健审[2021]8960号《审计报告》及致同会计师出具的致同审

字（2021）第110A023597号《备考审阅报告》，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完

善和更新，于2021年7月27日全文披露《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四次修订稿）》。

2021年8月18日， 上市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关于本次交易申请文件会后二次反馈意

见。 根据并购重组委会后二次反馈意见的要求，公司会同相关中介机构对相关问题进行了

认真核查，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于2021年8月28日全文披露《北京

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五次修订稿）》。

上市公司于2021年8月30日公告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于2021年9月17日，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万里锦

程创业投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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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3033

号），基于上述事项，公司对《报告书》进行了相应的修订、补充和完善，涉及的主要内容如

下（本公告中的简称与《报告书》中的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

1、根据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补充更新了《报告书》中上市公司2021年半

年度相关财务数据。

2、在《报告书》“公司声明” 中，删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事项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 。

3、在《报告书》“重大事项提示/八、本次交易方案实施需履行的批准程序” 及“第一

节本次交易概况/二、本次交易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补充更新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

会核准的相关内容。

4、在《报告书》“重大风险提示/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及“第十二节风险因素/

一、与本次交易相关的风险” 中，删除审批风险。

5、在《报告书》“第三节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 中，补

充更新了法人交易对方下属企业，以及自然人交易对方任职、下属企业情况。

6、在《报告书》“第四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四、标的公司主要资产权属、对外担保以

及主要负债情况”中，补充更新了万里红租赁房产、商标情况。

7、在《报告书》“第四节标的公司基本情况十二、业务与技术/（八）业务经营资质情

况/2、产品证书”中，补充更新了万里红涉密信息系统产品检测证书情况。

8、删除《报告书》中“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相关表述。

特此公告。

北京东方中科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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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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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变更或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9月17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顾炎民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17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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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9月17日上午9:15－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32名， 代表股份4,143,464,

77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60.3476%（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6,982,828,046股，其

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116,828,832股，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

权的总股本数为6,865,999,214股）。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2名，代表股份2,701,497,2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39.346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570名， 代表股份1,441,967,47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的

21.0016%。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1公司章程修正案

整体 4,141,273,414 99.9471% 73,034 0.0018%

2,118,

325

0.0511%

中小投资者 1,823,947,566 99.8800% 73,034 0.0040%

2,118,

325

0.1160%

议案名称

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

类别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

例

议案2关于

董事会换

届选 举及

提名 非独

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

案

方洪波

整体 3,987,359,853 96.2325%

中小投资者 1,670,034,005 91.4516%

何剑锋

整体 4,010,019,045 96.7794%

中小投资者 1,692,693,197 92.6925%

殷必彤

整体 3,988,506,357 96.2602%

中小投资者 1,671,180,509 91.5144%

顾炎民

整体 3,989,127,577 96.2752%

中小投资者 1,671,801,729 91.5484%

王建国

整体 3,988,220,093 96.2533%

中小投资者 1,670,894,245 91.4987%

于刚

整体 3,921,062,916 94.6325%

中小投资者 1,603,737,068 87.8212%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

选人

类别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

例

议案3关于

董事会换

届选举及

提名独立

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薛云奎

整体 4,031,982,527 97.3094%

中小投资者 1,714,656,679 93.8952%

管清友

整体 3,925,628,488 94.7427%

中小投资者 1,608,302,640 88.0712%

韩践

整体 3,977,661,961 95.9985%

中小投资者 1,660,336,113 90.9206%

议案名称

独立董事候

选人

类别 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比

例

议案4关于

监事会换

届选举及

提名非职

工代表监

事候选人

的议案

董文涛

整体 4,008,876,965 96.7518%

中小投资者 1,691,551,117 92.6299%

赵军

整体 3,827,984,870 92.3861%

中小投资者 1,510,659,022 82.7242%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5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及外部董事薪酬标准的

议案

整体 4,141,271,714 99.9471% 74,234 0.0018%

2,118,

825

0.0511%

中小投资者 1,823,945,866 99.8799% 74,234 0.0041%

2,118,

825

0.1160%

上述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

意。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

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兴、王莹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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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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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1年9月17日以通讯会议方式召开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方洪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二、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

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表所示（任期三年）：

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发展委员会 方洪波 顾炎民、于刚、管清友

审计委员会 薛云奎 管清友、韩践、于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管清友 于刚、薛云奎、韩践

提名委员会 韩践 于刚、薛云奎、管清友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董事会聘任方洪波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由总裁方洪波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殷必彤先生、顾炎民先生、王建国先生、张小懿先生、胡自强先

生、王金亮先生、李国林先生、伏拥军先生、管金伟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以上聘任人员任期三年。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首席财务官的议案》；

由总裁方洪波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蔡伟定先生为公司首席财务官，任期三年。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由总裁方洪波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钟铮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

七、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由董事长方洪波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江鹏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江鹏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6号美的总部大楼

电话：0757-22607708

传真：0757-26605456

电子信箱：IR@midea.com

八、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由总裁方洪波先生提名，董事会聘任犹明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

犹明阳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美的大道6号美的总部大楼

电话：0757-26637438

传真：0757-26605456

电子信箱：IR@midea.com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方洪波，男，54岁，硕士，1992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空调事业部总经理、美的制冷家电集团总裁、广

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方洪波先生持有公司股票116,990,492股；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

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查询，

方洪波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殷必彤，男，53岁，硕士，1999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空调国内营销公司总经理助理和市场总监、无锡

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兼智能家居事业群联席总裁、家用空调事业

部总裁、中国区域总裁。

殷必彤先生持有公司股票2,109,655股；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

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查询，殷

必彤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李国林，男，45岁，硕士，1998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集团家用空调事业部副总裁、生活电器事业部总

裁，现任公司副总裁、制造技术研究院院长。

李国林先生持有公司股票400,700股；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

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查询，李国

林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顾炎民，男，58岁，博士，2000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企划投资部总监、美的制冷家电集团海外战略发

展部总监、美的制冷家电集团副总裁兼市场部海外业务拓展总监、美的集团海外战略部总监等职务，现

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机器人与自动化事业部总裁兼库卡集团监事会主席等职务。

顾炎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

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查询，顾炎民先生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建国，男，45岁，硕士，1999年加入美的，曾任家用空调事业部供应链管理部总监、行政与人力资源

部总监、冰箱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智能家居事业群联席总裁、美的国际总裁。

王建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

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查询，王建国先生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张小懿，男，48岁，硕士，2010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集团流程IT海外系统部长、供应链系统部长、总

监等职务，现任美的集团副总裁兼CIO、IoT事业部总裁。

张小懿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票516,575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

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

的情形，经查询，张小懿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胡自强，男，64岁，博士，2012年加入美的，曾任职于GE、三星，并曾任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兼任美的集团CTO，并在下属上市公司北京万东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胡自强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票400,000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

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

的情形，经查询，胡自强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王金亮，男，54岁，硕士，1995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中国营销总部副总裁、美的电器副总裁兼市场部

总监等职务，现任公司副总裁。

王金亮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票340,000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

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

的情形，经查询，王金亮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伏拥军，男，53岁，硕士，1999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环境电器事业部总经理，美的部品事业部总经

理，美的机电事业部总裁，现任美的机电事业群总裁。

伏拥军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票200,000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

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

的情形，经查询，伏拥军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管金伟，男，42岁，硕士，2002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中央空调事业部副总经理兼海外营销公司总经

理、美的国际总裁助理兼东盟区域总经理等职务，现任美的楼宇科技事业部总裁。

管金伟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票535,000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

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

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

的情形，经查询，管金伟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蔡伟定，男，39岁，中国香港籍，芝加哥大学学士学历，主修经济学和统计学，2011-2015年就职于摩

根大通，担任执行董事负责北亚区并购业务；2015-2019年就职于华兴资本，担任董事总经理兼并购业

务部联席主管；2019-2021年就职于汇丰银行，负责亚洲区科技类并购业务，现任公司首席财务官。

蔡伟定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 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经查询，蔡伟定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钟铮，女，40岁，硕士，2002年加入美的，曾任家用空调事业部广州工厂、国内营销公司和海外营销公

司财务经理，金融中心、部品事业部财经总监，美的集团审计总监等职务，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钟铮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票276,152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

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

情形，经查询，钟铮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江鹏，男，48岁，硕士，2007�年加入美的，曾任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

书，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江鹏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票438,600股，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

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

情形，经查询，江鹏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犹明阳，男，29岁，硕士，2018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集团证券事务专员，现任美的集团证券事务代

表，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犹明阳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权的股东及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

所的公开谴责及通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经查询，犹明阳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0333�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21-106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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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21年9月1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第四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经会议认真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依据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结果，董文涛先生、赵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依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结果， 梁惠铭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

与会监事一致同意选举董文涛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9月18日

第一章附：简历

董文涛，男，硕士，2016年加入美的，曾就职于中集集团、中兴通讯，并先后在美的集团法务、投资者

关系等部门任职，拥有近十年法律风控、市值管理及资本运作等工作经验。

董文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

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查询，董文涛先

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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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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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1名为职工代表监

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2021年9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梁惠铭女士（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其任期与经公司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任期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9月18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梁惠铭，女，本科，2007年加入美的，曾任美的集团行政与人力资源部工商管理主任专员，现任公司

职工代表监事。

梁惠铭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部门的处罚；未受到过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及通

报批评等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经查询，梁惠铭女

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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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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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9月14日通过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1年9月17日（星期

五）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18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

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副董事长李太权、董事张经时、董事

阎军、独立董事蒋岩波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由董事长程宗玉主持，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立体停车库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开拓公司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出资510万元，与河北城投信

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惠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参与投资建设石

家庄市立体停车库项目，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约3,500万元。 以项目公司为主体负责停车

库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维护。 项目公司同股同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采取市场

化运作经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合资

公司投资建设立体停车库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中央商务区5G综合智慧杆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开拓公司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出资2,100万元，与河北城投

信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 参与投资建设石家庄市中央商务区5G综合智

慧杆项目，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约11,581.32万元。 以项目公司为主体负责5G综合智慧杆

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维护。 项目公司同股同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采取市场化

运作经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合资

公司投资建设中央商务区5G综合智慧杆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300506� � � � � � � � � � �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1-089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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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9月14日通过邮件及其他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2021年9月17日（星期

五） 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18层会议室以现场结合

通讯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其中：监事杨伟坚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胡艳君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立体停车库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开拓公司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出资510万元，与河北城投信

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惠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参与投资建设石

家庄市立体停车库项目，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约3,500万元。 以项目公司为主体负责停车

库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维护。 项目公司同股同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采取市场

化运作经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合资

公司投资建设立体停车库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中央商务区5G综合智慧杆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开拓公司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出资2,100万元，与河北城投

信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设立合资公司， 参与投资建设石家庄市中央商务区5G综合智

慧杆项目，项目建设总投资估算约11,581.32万元。 以项目公司为主体负责5G综合智慧杆

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维护。 项目公司同股同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采取市场化

运作经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设立合资

公司投资建设中央商务区5G综合智慧杆项目的公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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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立体停车

库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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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名家汇” ）于2021年9月17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立体停车库项目

的议案》。 为进一步开拓公司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与合作方设立合资公司，

参与投资建设石家庄市立体停车库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企业名称 河北城投信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石家庄高新区和平东路751号东配楼一层111

法定代表人 信贺斌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8MA0FKPT02C

主营业务

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大数据服务

平台的技术研发与应用；网络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智能产品、物联网设备、照明器具、锂电池、工艺美术品、综合杆、电气设备、

电子产品及配件、机械立体车库的销售、设计、研发、生产（仅限分支机构）、安装；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工程、市

政工程、暖通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电力工程、水利工程、土石方工

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城市景观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公路工程、通信工

程、交通工程、机电工程、环保工程、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劳务

派遣除外）；停车场服务；停车场设计与施工；停车设备及停车管理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国内广告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成立日期 2020-10-23

股权结构

石家庄城投瑞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有30%股权； 河北视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25%股权；

河北邦纳科技有限公司持有25%股权；河北鑫汇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企业名称 深圳市惠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阳光社区松白路1029号南岗第一工业园5栋301

法定代表人 邓忠军

注册资本 24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075197995J

主营业务

控制和管理软件及相关配套设备的研发与销售；从事广告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

行申报）；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 智能充放电设备的研发、销售、上门安装、上门维护；

光伏储能系统设计、研发、系统集成及技术维护；充电服务。

成立日期 2013-07-29

股权结构

邓忠军持有73%股权；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天瀛惠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持有

21%股权；刘硕果持有3%股权；范晓海持有3%股权。

上述交易对方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立体停车库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石家庄市中山路谈固大街东南角1305-1地块

3、项目实施方式：河北城投信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城投” ）、深

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惠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惠车” ）三

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以项目公司为主体负责停车场的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维护。

项目公司同股同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采取市场化运作经营。

4、合资公司基本情况：注册资本拟为1,000万元，尚未进行工商登记注册。 其中，河北

城投信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拟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20％；深圳市名家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出资额为51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51％；深圳市惠车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拟出资额为29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9％。

5、项目建设规模：占地面积5,039平方米

6、总投资额：项目总投资估算为3,500万元。其中：工程建安费约2,195万元，地块建设

车位439个，车位平均建安成本5万元/车位；土地成本约1,200万元（河北城投以土地使用

权出资）；其他前期费约105万元。

7、项目建设工期：土建及设备安装4.5个月

8、项目运营期：50年

9、资金来源：项目建设总投资约3,500万元，河北城投以土地使用权出资（土地成本约

1,200万元），名家汇、深圳惠车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合计出资800万元，项目资金缺口约

1,500万元。 以项目公司为融资主体，项目公司各股东按股权比例为项目公司融资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以在建项目抵押，向农发行、国开行或商业银行申请中长期项目贷款。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投资目的

立体停车库加一体化综合充电场站的建设符合国家产业导向， 能为地方政府排忧解

难，而且可使投资方获得可观的利润，实现多方共赢。

2、存在的风险

（1）项目建设风险

建设项目的进度受诸多因素影响，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风险，公司将对项目进行科学

管理，严格控制项目质量和实施进度，持续按照计划推进项目的实施进度，控制项目高效有

序地实施。

（2）资金风险

本项目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对公司的现金流将有一定的影

响，公司将合理安排资金的使用计划，做好项目建设费用管控。

3、对公司的影响

如本投资项目能按预期计划得以实施，将有利于增加公司的营业收入，对公司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五、其他

本项目投资建设尚未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如后续有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300506 证券简称：名家汇 公告编号：2021-091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中央商务

区5G综合智慧杆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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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外投资概述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名家汇” ）于2021年9月17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中央商务区5G综

合智慧杆项目的议案》。 为进一步开拓公司业务，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与合作方

设立合资公司，参与投资建设石家庄市中央商务区5G综合智慧杆项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企业名称 河北城投信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 石家庄高新区和平东路751号东配楼一层111

法定代表人 信贺斌

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0108MA0FKPT02C

主营业务

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人工智能服务平台、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互联网大数据服务

平台的技术研发与应用；网络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数据处理与存储服务；信息

系统集成服务；智能产品、物联网设备、照明器具、锂电池、工艺美术品、综合杆、电气设备、

电子产品及配件、机械立体车库的销售、设计、研发、生产（仅限分支机构）、安装；建筑装饰

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室内外装饰装修工程、防腐保温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工程、市

政工程、暖通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建筑智能化工程、电力工程、水利工程、土石方工

程、地基与基础工程、建筑幕墙工程、城市景观工程、安防工程、消防工程、公路工程、通信工

程、交通工程、机电工程、环保工程、管道和设备安装工程的设计、施工；建筑劳务分包（劳务

派遣除外）；停车场服务；停车场设计与施工；停车设备及停车管理系统的技术开发、技术转

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及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及发布国内广告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成立日期 2020-10-23

股权结构

石家庄城投瑞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持有30%股权； 河北视宽科技有限公司持有25%股权；

河北邦纳科技有限公司持有25%股权；河北鑫汇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20%股权。

上述交易对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与公司及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中央商务区5G综合智慧杆项目

2、项目建设地点：石家庄中央商务区，总规划面积约2.6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为1.08平

方公里，范围为和平路、解放大街、裕华路、南小街、站前街、南大街和车辆厂前街围合的区

域。

3、项目实施方式：由河北城投信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两方共同出资设立项目公司，以项目公司为主体负责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

维护。 项目公司同股同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采取市场化运作经营。

4、合资公司基本情况：注册资本为3,000万元。 其中，河北城投信息基础设施科技有限

公司以项目经营权出资，占注册资本的30％；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出资2,

1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70％；

5、项目建设规模：总规划面积约2.6平方公里，核心区面积为1.08平方公里

6、总投资额：项目总投资估算为11,581.32万元。 其中：室内分布投资1,571.23万元；

5G无线网投资203万元；智慧综合杆投资7,596.29万元；有线宽带介入投资706万元；智慧

中心1,504.80万元。

7、项目建设工期：2021年-2025年，按照道路、综合体及房屋改造计划分期投资建设，

分期投入运营。

8、项目运营期：20年

9、资金来源：项目资金缺口约6,000万元。 以项目公司为融资主体，项目公司各股东按

股权比例为项目公司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在建项目抵押，向农发行、国开行或商业银

行申请中长期项目贷款。

四、本次投资目的、存在的风险

1、投资目的

本项目的投资建设，有利于实现中央商务区的综合智慧化城市建设水平，进一步优化

区域布局，完善城市载体功能、提升城市形象品位。既符合国家政策、产业导向，又具备良好

的收益能力，可实现多方共赢。 未来以合资公司为平台，充分利用石家庄市城投集团资源，

开发石家庄市主城区智慧园区、城市路灯EMC综合改造项目，助力石家庄市实现2025年节

能减排用电综合下降25%的目标。

2、存在的风险及对策

（1）5G政策方面

本项目政策风险较小，但仍需关注5G及应用业务相关产业政策，及时把握政策动向，

并根据政策要求做出调整，保证项目发展与政策导向的一致性，以争取更大的政策优惠和

支持，提升本项目建设效益，规避建设风险。

（2）技术风险

5G网络建设将采用大量新技术， 本项目将充分利用中国电信集团已积累的5G技术基

础和经验，以降低项目建设风险，并充分考虑各试点城市的网络基础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

科学、完善的技术方案，从源头上规避技术风险，保证5G网络建设顺利开展。

（3）组织管理风险

本项目涉及多节点、多系统，且采用众多新技术，涉及多参与方；应完善项目建设管控

组织，建立与各方利益挂钩的利益机制，严格遵守建设程序和相关标准。

（4）网络运维风险

5G网络运维方面，完善现有的运维人员体系，提升运维人员对5G网络的认识和运维能

力；构建5G网络运维支撑平台，完善运维管控制度和流程体系。

应用业务相关设施或平台方面，根据需要联合应用业务合作方，建立运维联动机制，共

同开展日常运维，制定完善的运维管理机制和支撑体系，并严格执行。

3、对公司的影响

如本投资项目能按预期计划得以实施，将有利于增加公司的营业收入，对公司未来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五、其他

本项目投资建设尚未签署正式的投资协议，如后续有相关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