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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0� �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2-113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届十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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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年12月5日以书面、微信或短信的方式发出通知，于2022年12月9

日在公司东配楼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6人，独立董事尚贤女士、独立董事刘民英先生、独立董事武俊安先生以

通讯方式参与表决。公司5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

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引进投资者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议案。 （详见临时公告：2022-114）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详见临时公告：2022-115）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详见临时公告：2022-116）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临时公告：2022-117）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临时公告：2022-118）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临时公告：2022-119）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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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引进投资者对控股子公司

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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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尼龙化工” 或

“标的公司” ）拟引入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农银投资” ）作为投资者进行现金增资，增资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增资

资金以用于偿还尼龙化工及本公司银行发放贷款形成的债务为主，经农银投资书面同意，可适当偿还政策允许的其他银行债务或

非银行金融机构债务。 依据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计算，本次增资后农银投资将持有标的公司12.99%的股权。 本次增

资是公司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降低资产负债率的重要举措，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公司及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不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增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增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概述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尼龙化工” 或“标

的公司” ）拟引入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农银投资” ）作为投资者进行现金增资，增资金额为10亿元人民币，增资资

金以用于偿还尼龙化工及本公司银行发放贷款形成的债务为主，经农银投资书面同意，可适当偿还政策允许的其他银行债务或非

银行金融机构债务。 依据标的公司评估基准日净资产评估值计算，本次增资后农银投资将持有标的公司12.99%的股权。 公司及尼

龙化工另一股东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不参与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为标的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增资是公

司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降低资产负债率的重要举措，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本次增资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文件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同意就本

次增资交易放弃优先认购权。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年12月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引进投资者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

转股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本次增资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概况

公司名称：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

法定代表人：许多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经营期限：2017-08-01�至无固定期限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MA00GP8H2H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以债转股为目的收购银行对企业的债权，将债权转为股权并对股权进行管理等。

（二）股权结构

农银投资唯一股东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三）与上市公司之间关联关系

农银投资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1年12月31日，农银投资经审计的总资产为1,201.85亿元，净资产为247.19亿元，营业收入50.47亿元，净利润28.05亿

元。

三、标的公司情况

（一）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河南平顶山建设路东段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赵铎

注册资本： 339,519.12万元整

成立时间：1996年12月26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91410000170000791G

（二）主营业务情况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化品经营；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供电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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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化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品）；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专用化学品制造等

（三）股权结构

截至本公告日，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70,871.10 79.78

2 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68,648.02 20.22

合计 339,519.12 100.00

四、本次增资的标的公司审计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2]第ZB11603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2022年1-9月主要财

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9月30日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8,996,890,634.51 8,458,782,707.62

负债总额 3,117,328,937.53 4,299,259,795.0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879,561,696.98 4,159,522,912.56

项目 2022年1-9月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5,540,374,301.42 6,544,019,476.78

利润总额 602,678,338.54 1,463,006,110.91

净利润 511,054,041.86 1,298,805,828.02

五、本次增资的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亚太联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拟增资扩股所涉及的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亚评报字（2022）第420号），其以2022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用市场法和

收益法对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进行评估，并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一）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尼龙化工申报评估的经审计后资产总额为899,689.06万元，负债311,732.89万元，净资产（股

东全部权益）587,956.17万元；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669,601.17万元，与经审计后的账面价值比较，评估增值81,645.00万元，

增值率为13.89%。

（二）市场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采用市场法评估后尼龙化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655,059.00万元，与经审计后的账面股东全

部权益587,956.17万元相比较，评估增值 67,102.83万元，增值率为11.41%。

（三）对评估结果的分析和选择

采用收益法评估的尼龙化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669,601.17万元， 采用市场法评估的尼龙化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655,

059.00万元，收益法评估结论比市场法评估结论高14,542.17万元，差异率为2.22%。 经分析，评估机构认为差异的主要原因有：

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被评估企业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益，经过风险折现后的现值和作为被评估企业股

权的评估价值，企业未来的效益好，获利能力高，按收益法评估得出的价值就较高，反之则低；市场法是通过将评估对象与参考企

业在市场上已有的股票交易价格、股东权益、经营财务数据等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由于股票价格中包含了证券市场投

资者对股票投资回报的预期，市场一般都会给予高于账面净资产较多的溢价，市场法的评估结果也更多的体现了资本市场对被评

估对象的一种交易变现和投资收益的预期。

评估机构认为，两个评估结果的差异率是在合理误差范围内。

由于本次评估目的是提供尼龙化工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委托人拟进行的增资行为提供价值参考依据，考虑

到市场法选取的对比公司主要为国内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而国内证券市场发展尚不够成熟，波动较大，股票价格受政策因素、

资金因素等影响较大，易造成估值结果的一定偏差。

收益法是从企业未来发展的角度，通过合理预测企业未来收益及其对应的风险，综合评估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在评估时，

不仅考虑了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 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的影响，同时也考虑了企业运营资质、运营能力、行业竞争力、企业管理水平、人力资源、客户资源、要素协同作用、专利权等因

素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尼龙化工经过近年来的发展，公司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营理念、经营策略和经营方法，并拥

有相对稳定的技术研发团队、管理团队和上下游客户资源。 评估人员经过对尼龙化工财务状况的调查及历史业绩分析，依据资产

评估准则的规定，结合本次资产评估对象、评估目的和价值类型，经过比较分析，认为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更能全面、合理的反映尼

龙化工股东全部权益的价值，因此选定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尼龙化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最终评估结论。

（四）最终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9月30日，尼龙化工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669,601.17万元。 评估结论汇总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570,866.64

2 非流动资产 328,822.42

3 其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4 持有至到期投资

5 长期应收款

6 长期股权投资 45,864.04

7 投资性房地产 29.10

8 固定资产 161,049.18

9 在建工程 55,556.71

10 工程物资

11 固定资产清理

12 生产性生物资产

13 使用权资产 3,043.12

14 无形资产 19,784.46

15 开发支出

16 商誉

17 长期待摊费用

18 递延所得税资产 737.10

19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758.70

20 资产总计 899,689.06

21 流动负债 206,513.00

22 非流动负债 105,219.89

23 负债总计 311,732.89

2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87,956.17 669,601.17 81,645.00 13.89

六、本次增资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为明确本次交易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各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拟签订《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

增资协议》和《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权转让合同》，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增资金额

农银投资以自有资金对标的公司增资10亿元人民币。 公司及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不参与本次增资。

（二）增资完成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以2022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的标的公司评估值669,601.17万元为准，农银投资增资10亿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

50,704.68�万元，计入资本公积49,295.32万元。 本次增资后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70,871.10 69.42

2 金石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有限合伙） 68,648.02 17.59

3 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50,704.68 12.99

合计 390,223.80 100.00

（三）资金用途

用于偿还尼龙化工或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金融负债。

（四）分红安排

本次增资后标的公司无固定分红安排，农银投资与其他股东同股同权，按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的利润分配方案分红。

（五）退出安排

1、重组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方式收购标的公司股东股权，农银投资有权要求公司以与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同样

的条件，收购届时农银投资持有的不超过50%的标的股权（简称“上翻收购” ）。 未选择上翻收购的股权，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第

三方有权（但无义务）按以下价格进行现金收购。 收购价格的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收购价格=农银投资届时所持有的尼龙化工股份所对应的投资款×（1+6%×农银投资投资款项支付日至全部收购价款

支付日之间的天数÷365）－农银投资持有尼龙化工股份期间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及其他款项

2、协议转让。如农银投资、本公司未就重组上市方案达成一致，或未能在农银投资投资款支付日起36个月内完成重组上市，经

农银投资、本公司双方协商一致，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第三方可于农银投资投资款支付日后满36个月现金收购届时农银投资持有

的尼龙化工全部股份。 收购价格的计算公式如下：

现金收购价格=农银投资届时所持有的尼龙化工股份所对应的投资款×（1+6%×农银投资投资款项支付日至全部收购价款

支付日之间的天数÷365）－农银投资持有尼龙化工股份期间累计获得的现金分红及其他款项

3、市场化转让。农银投资投资款支付日后满36个月，如本公司或本公司指定第三方不对届时农银投资所持有标的公司全部股

权进行现金收购，农银投资可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向第三方进行转让。

（六）公司治理安排

标的公司董事会由5人组成，其中农银投资有权提名1名董事。

（七）农银投资股权权益保障特别约定

1、反稀释保护。 交易协议生效后，自交割日起，在农银投资持有标的股权期间，农银投资、本公司不对标的公司进行增资，除非

农银投资、本公司一致同意增资且对增资方案达成书面一致。 标的公司以任何方式引进新投资者，应经标的公司股东会全体股东

表决同意。下述发行将不引起反稀释调整：（1）标的公司依据经农银投资书面同意的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而发行的新增

注册资本；或（2）标的公司在合格上市时发行的股份（前提是发行价格经与农银投资协商同意）。

2、转股限制。 交易协议生效后，在农银投资持有标的股权期间，除农银投资事先同意并认可外，公司不得将持有的标的公司的

任何股权直接或间接进行出售、赠予、质押、设定产权负担或以其他方式加以处置，不论另一方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本条内统称

“转让” ），另有约定或农银投资书面同意的情况除外。

七、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拟在标的公司层面引入合格投资者出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引入长期权益资金，并将资金专项用于偿还带息负债。 本

次增资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资本实力，降低资产负债率和带息负债规模，优化财务结构。 本次增资是公司实施市场化债转股，是落

实高质量发展要求，降低资产负债率的重要举措，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导向及公司发展目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

次增资事宜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更。

八、风险提示

本次增事宜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和标的公司股东会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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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

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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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40,000万元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110,600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726,248.40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帘子布发展公司）为满足3万吨/年尼龙6差异化纤维及2.5万吨/年

尼龙 6�帘子布项目建设资金需求，拟在华夏银行郑州分行申请4亿元项目贷款专项额度，专项用于3万吨/年尼龙6差异化纤维及

2.5万吨/年尼龙 6�帘子布项目建设，贷款期限8年，目前执行的贷款利率为年化4.35%，贷款期间执行5年期以上LPR加5个基点的

浮动利率，次年第一个结息日生效，贷款按季付息。公司拟对前述项帘子布发展公司在华夏银行郑州分行的4亿元项目专项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726,248.40万元人民币，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年12月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

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本次担保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39亿元

住所：叶县龚店乡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沙河三路南

法定代表人：仵晓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丝

成立日期：2012年4月16日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98.51%的股份，故帘子布发展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帘子布发展公司资产总额181,132.52万元、负债总额94,703.88万元、净资产 86,428.64万元、净利润

14,655.85万元、 资产负债率52.28%（经审计）； 截止2022年10月31日帘子布发展公司资产总额235,553.27万元、 负债总额145,

828.85万元、净资产89,724.42万元、净利润7,225.02万元、资产负债率61.91%（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担保金额为40,000万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为满足帘子布发展公司项目建设资金贷款需求，公司决定为本次帘子布发展公司在华夏银行郑州分行申请40,000万元项目

贷款专项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726,248.40万元人民币， 占本公司2021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

771,241.12万元的94.17%；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703,142.48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1年12月31日审计净

资产771,241.12万元的91.17%；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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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

子布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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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投资方名称：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32,700万元人民币

● 相关风险提示：能否取得预期投资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和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

限公司（简称帘子布发展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拟向帘子布发展公司增资32,700万元，其中17,600万元为满足3万吨/年尼龙6差

异化纤维及2.5万吨/年尼龙6帘子布项目资本金配置需求，15,100万元为了增强资本实力，用于日常经营和投资。

2022年12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控股

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39亿元

住所：叶县龚店乡平顶山化工产业集聚区沙河三路南

法定代表人：仵晓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丝

成立日期：2012年4月16日

2、股权结构

截止公告日，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亿元） 出资比例（%）

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3.19 98.51

2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0.2 1.49

合计 13.39 100.00

3、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2021年（经过审计）及2022年1-10月（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0月31日

资产总额 181,132.52 235,553.27

负债总额 94,703.88 145,828.85

所有者权益总额 86,428.65 89,724.42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10月

营业收入 217,266.36 198,833.92

净利润 14,655.85 7,225.02

4、增资方式

本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单独对帘子布发展公司增资3.27亿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不参与本次增资。

5、本次增资后股权结构

增资完成后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亿元） 出资比例（%）

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6.46 98.80

2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0.20 1.20

合计 16.66 100.00

三、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和帘子布发展公司经营发展需要，一部分专项作为3�万吨/年尼龙 6�差异化纤维及 2.5� 万吨/

年尼龙 6�帘子布项目资本金配置，一部分为其增强资本实力，用于日常经营和投资。帘子布发展公司作为公司的核心控股子公司

之一，担负着公司“退城进园” 暨产业升级改造项目、3万吨/年尼龙6差异化纤维及 2.5万吨/年尼龙6帘子布项目等项目建设的任

务，对其增资一方面满足其项目建设资金需要，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其项目贷款融资能力，保障各项目顺利实施和公司发展战略顺

利达成，从长远看对公司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增资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慎重决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拓展方向，风险可控。 但帘子布发展公司在经

营过程中仍存在一定不可预测的市场风险，本公司将紧盯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高质高效推进项目

建设，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收益。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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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

安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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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投资方名称：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

● 投资金额：21,400万元人民币

● 相关风险提示：能否取得预期投资效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简称“艾迪安公司” ）

注册资本3亿元，负责建设年产5万吨己二腈项目。艾迪安公司已在国家开发银行获批7亿元低息贷款，用于年产5万吨己二腈项目，

目前已根据项目建设进度提款4.3亿元。 根据艾迪安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的贷款合同要求的资本金配置比例，艾迪安公司资本金

需达到5.14亿元，项目贷款才能全额使用。 为增强艾迪安公司资本实力，满足国家开发银行贷款放款要求，保障己二腈项目建设资

金需求，公司拟对艾迪安公司现金方式增资2.14亿元。

2022年12月9日，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全资

子公司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本次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不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

本次增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0,000万元

注册地址：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尼龙新材料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416室

法定代表人：齐建华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2020年11月19日

本公司持有艾迪安公司100%股权，其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2、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河南神马艾迪安化工有限公司2021年（经过审计）及2022年1-11月（未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11月30日

资产总额 40,908.74 78,220.97

负债总额 16,908.74 46,211.97

所有者权益总额 24,000.00 32,009.00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11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 —

3、增资方式

本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对艾迪安公司增资2.14亿元，全部计入注册资本，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次增资后艾迪安公司注册资

本由3亿元变更为5.14亿元，仍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本次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可增强艾迪安公司资金实力，满足国家开发银行的放款要求，为己二腈项目建设提供充足资金保障，加快项目建设。

本次增资符合公司既定战略和发展方向， 从长远看对公司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次增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

金，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合法

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艾迪安公司增资是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做出的慎重决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业务拓展方向，风险可控。 但艾迪安

公司建设的己二腈项目建成后的运行情况及经济效益存在不达预期的风险，本公司将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

设，确保投资资金的安全和收益。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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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

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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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数量为180,000万元人民币，其中为其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10亿元项目

贷款授信提供担保，为其在中原银行8亿元项目贷款授信提供担保，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309,264.67万元人民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726,248.40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尼龙化工公司” ）拟分别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申请10亿元项目

贷款授信额度、在中原银行申请8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用于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建设。尼龙化工公司在工商银行平顶山

分行项目贷款授信和在中原银行的项目贷款授信期限均为8年。 前述两笔项目贷款授信获得银行批准后，尼龙化工公司将根据项

目建设实际需求决定在两个银行的提款进度和额度。为使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建设得到充足信贷资金额度，公司同意尼龙

化工公司在中原银行不超过8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尼龙化工公司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不

超过10亿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8亿元，担保金额以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为

准，授权公司分别与上述两家银行签署担保合同。

本次担保发生后，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726,248.40万元人民币，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本次担保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于2022年12月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数9票，反对票数0票，弃权票数0票。 本次担保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33.951912亿元

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东段开发区内

法定代表人：赵铎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尼龙66盐及中间体

成立日期：1996年12月26日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尼龙化工公司79.78%的股权，故尼龙化工公司是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截止2021年12月31日尼龙化工公司资产总额 846,665.08万元、负债总额 439,287.69万元、净资产 407,377.39万元、净利润

128,431.18万元、 资产负债率51.88%（经审计）； 截止2022年10月31日尼龙化工公司资产总额931,791.91万元、 负债总额345,

024.29万元、净资产586,767.62万元、净利润58,362.69万元、资产负债率37.03%（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尼龙化工公司提供的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和中原银行的两笔项目贷款授信担保均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均为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其中为其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提供不超过10亿元项目贷款担保，为其在中原银行提供不超过8

亿元项目贷款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8亿元人民币。

四、董事会意见

为使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建设得到充足信贷资金额度，保证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公司拟同意尼龙化工公司在中原银行

不超过8元项目贷款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同意尼龙化工公司在工商银行平顶山分行不超过10亿元项目贷款

授信额度内的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8亿元，担保金额以实际使用的授信额度为准，授权公司分别与

上述两家银行签署担保合同。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发生后，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726,248.40万元人民币， 占本公司2021年12月31日审计净资产

771,241.12万元的94.17%；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703,142.48万元人民币，占本公司2021年12月31日审计净

资产771,241.12万元的91.17%；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0元人民币。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证券代码：600810� � �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2-119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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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2年12月2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年12月26日10点 00分

召开地点：东配楼二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12月26日

至2022年12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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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号 —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引进投资者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议案 √

2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3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涉及议案已于2022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

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

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

总和。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本所网络投票系统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可以通过其任一股东账户参加。 投票后，视为其

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通过多个股东账户重复进行表决的，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表

决意见，分别以各类别和品种股票的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

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10 神马股份 2022/12/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股东类别：A股股东。

2、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和股票交易交割单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

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附后）、法人股东账户卡和股票交易交割单到公司办理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

户卡和股票交易交割单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个

人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 外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3、登记时间：2022年12月23日上午8：30—11：30�下午3：30—6：00。

4、登记地点：公司北门（平顶山市建设路中段63号）。

六、 其他事项

联系人：陈立伟李哲睿

联系电话：0375—3921231

传真：0375—3921500

邮编：467000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12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第十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引进投资者对控股子公司增资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议案

2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3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

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788� �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2-053

H股代码：6178� � � � � H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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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承担法律责任。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12月2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

12月9日下午14:30以现场、视频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13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13人。其中，赵陵先生、刘秋明先生、付

建平先生以现场方式参会；宋炳方先生、尹岩武先生、陈明坚先生、余明雄先生、王勇先生、浦伟光先生、任永平先生、殷俊明先生、刘运

宏先生以视频方式参会；田威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 赵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公司监事长和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关于召开董事会的规定。

公司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租办公场地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管理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诚信从业管理办法〉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公司洗钱和恐怖融资风险自评估的报告。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3918� � � � �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2022-141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

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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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根据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授权，公司于2022年11月22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

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未行权的股票期

权的议案》，鉴于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

划” ）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起止日为2021年10月30日至2022年10月

29日，截至行权有效期满，所有可行权激励对象均未申请行权。 同意注销126名激励对象

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行权期已到期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66.672万份。 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就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23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2-133）。

公司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提

交注销上述股票期权的申请，经中登公司审核确认，上述66.672万份股票期权注销事宜已

于2022年12月9日办理完毕，本次股票期权注销不会对公司股本造成影响。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0104� � � � � � � �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2022－069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份产销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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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11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 位

产 量（辆） 销 量（辆）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本月数

去年

同期

月度

同比

本年

累计

去年

累计

累计

同比

上汽大众

汽车有限公司

130,

721

136,

189

-4.02%

1,239,

260

1,107,

113

11.94%

111,

823

135,

001

-17.

17%

1,199,

332

1,105,

439

8.49%

上汽通用

汽车有限公司

100,

097

132,

135

-24.

25%

1,076,

735

1,172,

831

-8.19%

103,

000

137,

026

-24.

83%

1,075,

906

1,170,

939

-8.12%

上汽集团

乘用车分公司

77,070

103,

355

-25.

43%

758,878 701,052 8.25% 73,191

100,

087

-26.

87%

752,296 695,450 8.17%

上汽通用五菱

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117,

119

195,

768

-40.

17%

1,415,

597

1,444,

074

-1.97%

170,

000

193,

000

-11.

92%

1,406,

391

1,444,

441

-2.63%

上汽大通

汽车有限公司

18,608 27,156

-31.

48%

188,678 213,089

-11.

46%

20,229 24,017

-15.

77%

189,881 204,815 -7.29%

智己汽车

科技有限公司

549 0 - 5,642 0 - 608 0 - 4,545 0 -

上汽正大

有限公司

3,519 2,010 75.07% 32,190 28,582 12.62% 2,847 2,375 19.87% 29,420 28,555 3.03%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

印尼有限公司

3,216 2,453 31.10% 26,202 22,831 14.77% 3,098 3,003 3.16% 24,687 22,644 9.02%

名爵汽车

印度有限公司

5,708 2,452

132.79

%

46,312 36,740 26.05% 5,118 2,468

107.37

%

45,314 37,134 22.03%

其他 2,506 3,860

-35.

08%

38,051 76,450

-50.

23%

2,828 4,383

-35.

48%

38,502 93,123

-58.

65%

上汽集团整车合计

459,

113

605,

378

-24.

16%

4,827,

545

4,802,

762

0.52%

492,

742

601,

360

-18.

06%

4,766,

274

4,802,

540

-0.76%

其中：新能源汽车

103,

316

82,014 25.97% 954,851 639,228 49.38%

129,

946

82,290 57.91% 930,215 638,186 45.76%

出口及海外基地

112,

423

73,722 52.50% 888,607 603,201 47.32%

111,

043

74,653 48.75% 883,324 603,381 46.40%

注1：上表数据仅为公司产销快报数据，未经审计确认，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

注2：上汽大通汽车有限公司产销数据包含跃进品牌。

注3：其他主要含上海申沃客车有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等。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0日

证券代码：603026� � � � � � � �证券简称：胜华新材 公告编号：临2022-118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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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12月5日以邮件、电话方式向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发

出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三）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2年12月9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在山东省东营市垦

利区同兴路 198�号胜华新材办公楼 A402�室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应出席的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

（五）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郭天明先生主持。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孙公司转让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收购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控股子公司进行技术改造的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胜华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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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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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

12月9日在本公司河西新总部大楼（建邺区江山大街88号）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文件已

于2022年12月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胡升荣董事长主持了会议，参会人员通过现场和

电话的方式出席会议。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列席的监事及高管人员

共17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南京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对如下议案进行了审议并表决：

一、关于豁免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时间期限的程序要求的议案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关于聘任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聘任朱钢先生为本公司行长。朱钢先生的任

职资格，尚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核准。 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朱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三、关于聘任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聘任朱钢先生为本公司财务负责人。独立董

事一致同意本议案。

朱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四、关于提名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提名朱钢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董事会提名及薪酬委员会已经初步认定：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符合有关规定、办法，具

备任职资格。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本议案审议通过后需提请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朱钢先生的任职资格，尚需获得监管部门的核准。

朱钢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五、关于调整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鉴于肖斌卿董事因任期届满且俞红海董事任职资格已获监管批复等情形，现对董事会

相关委员会委员进行相应调整：新增俞红海先生担任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风险

管理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委员。 调整后的委员名单如下：

专门委员会名称 调整前组成人员 调整后组成人员

审计委员会 余瑞玉、肖斌卿、强莹、陈峥、于兰英 余瑞玉、俞红海、强莹、陈峥、于兰英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肖斌卿、沈永明、余瑞玉 俞红海、沈永明、余瑞玉

风险管理委员会 沈永明、肖斌卿 沈永明、俞红海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六、关于修订《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七、关于修订《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的议案

为加强本公司股权管理，规范股东行为，维护股东合法利益，促进本公司高质量经营和

可持续发展，依据《银行保险机构大股东行为监管办法（试行）》《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银行保险机构股东承诺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的最新要求，并结合公司治理

实际，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八、关于修订《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本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促进本公司规范运作，维护本公司和

股东的合法权益， 依据《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并结合公司治理实际，对《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进行了修

订。

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上述第四、六、七项议案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附件：

朱钢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中国农

业银行南京分行信贷员，审计员；南京城市合作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筹备工作人员，办

公室科长，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南京市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处副处长，公司业

务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风险控制部总经理；南京银行行长助理，兼无锡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执

行董事；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现任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职业经理人），日

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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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行长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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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任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行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负责人的议案》《关于提名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

意聘任朱钢先生担任本公司行长、财务负责人，并提名朱钢先生为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并就上述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详见本公司

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披露网址：www.sse.com.cn。

朱钢先生的简历：

朱钢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1968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中国农

业银行南京分行信贷员，审计员；南京城市合作银行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筹备工作人员，办

公室科长，政策法规处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南京市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处副处长，公司业

务部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风险控制部总经理；南京银行行长助理，兼无锡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兼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执

行董事；南京银行党委副书记、副行长。 现任南京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职业经理人），日

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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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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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

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自身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的实际，对《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进行了相应修订。

本公司于2022年12月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章

程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修订依据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等

相关规定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

京银行

英文全称：BANK�OF�NANJING�CO.,LTD.

,�简称:BANK�OF�NANJING

公司住所：南京市中山路288号，邮政编码：

210008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全称：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南

京银行

英文全称：BANK�OF�NANJING�CO.,LTD.,�

简称:BANK�OF�NANJING

公司住所：南京市建邺区江山大街88号，邮政

编码：210019。

根据 《公开募集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机

构监督管理办法》

和公司经营管理实

际需要

第二十一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国内外结算；

（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五）发行金融债券；

（六）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七）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八）从事同业拆借；

（九）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十）从事银行卡业务；

（十一）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十二）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十三）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四）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一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

（一）吸收公众存款；

（二）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

（三）办理国内外结算；

（四）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五）发行金融债券；

（六）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七）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

（八）从事同业拆借；

（九）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十）从事银行卡业务；

（十一）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

（十二）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

（十三）提供保管箱服务；

（十四）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十五）代销贵金属业务；

（十六）代销理财业务；

（十七）个人养老金业务；

（十八）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根据公司经营

管理实际需要

第五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

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资本投资计划；

（二） 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 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

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请、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做

出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

资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

项；

（十三）审议批准第五十条规定的担保事项

（除正常业务外）；

（十四）审议批准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

项；

（十五）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六）审议公司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

（十七）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

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五十条 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 依法行使

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资本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

算方案；

（六） 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

亏损方案；

（七） 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

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或者变

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对公司聘请、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做出

决议；

（十二）审议批准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

产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30%的事项；

（十三） 审议批准对单一被投资主体的股权

投资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或

单笔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的事项；

（十四） 审议批准第五十一条规定的担保事

项（除正常业务外）；

（十五） 审议批准公司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

项；

（十六）审议股权激励计划；

（十七）审议公司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

（十八）审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公

司章程规定应当由股东大会决定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除

日常经营业务以外的对外投资、资产购置、资产

处置与核销、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

联交易、数据治理等重大事项；其中对外股权投

资总额不超过当期净资产的10％；单笔超过当期

净资产5%的，报股东大会审批；

第一百二十二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九）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决定公司除日

常经营业务以外的对外投资、资产购置、资产处置

与核销、资产抵押、对外担保、委托理财、关联交

易、数据治理等重大事项；其中对外股权投资总额

不超过当期净资产的10％； 单笔超过当期净资产

5%的，报股东大会审批；

除对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该修改公司章程事项还需提请本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经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

特此公告。

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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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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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担保额度：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齐河济高城市发展有限公司（简

称“齐河济高城发” ）40,000万元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齐河济高城发以土地使用权提供抵

押担保。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实际为齐河济高城发提供的担保余额为0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北京汉富美邦国际投资顾问中心（普通合伙）（简称

“汉富美邦” ）与山东天业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天业集团” ）、公司等借款合同纠

纷案件,公司已收取全额保证金，解除了公司担保风险，公司已与相关方达成了和解。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余额为0.26亿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且存在对资产

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提供担保、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担保风险。

一、担保概述

近日，公司控股子公司齐河济高城发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齐河支行（简称“中行齐河支

行” ）签署《固定资产借款合同》，齐河济高城发向中行齐河支行借款40,000万元，借款期限为36

个月。同时，齐河济高城发与中行齐河支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齐河济高城发以其名下的土地

使用权提供抵押担保；公司与中行齐河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上述债权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

本次担保金额在2022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齐河济高城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425MA7E6YC8XW；法定代表人：袁涌为；注册资

本：1,000万元；成立日期：2021年12月3日；注册地址：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城区向阳路财富中心C

座二楼205-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城市公园管理；园区管理服务；房地产咨询；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工程管理服务。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

施工。 公司控股子公司齐河济高汉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截至2022年9月30日，齐河济高城发总资产37,709.44万元，净资产-57.95万元；2022年1-9月

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实现净利润-57.95万元。 （未经审计）

三、相关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行齐河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最高债权额：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40,000万元；基于相关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

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

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

于被担保债权。

2、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责任的发生：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债

权人进行清偿，债权人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4、保证期间：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还就保证债务诉讼时效、声明与承诺、违约时间及处理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同时，齐河济高城发与中行齐河支行签署《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最高债权额为最高本金余

额为2.21亿元及基于相关债权发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等；抵押物为土地使用权；如果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任何正常还款日或提前还款日未按约定向抵

押权人进行支付，抵押权人有权依法及本合同的约定行使抵押权。

四、对外担保累计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担保外，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8.06亿元，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82.35%；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9.95亿元（包含上市公司对控股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及因对外担保引发的清偿责任），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25.11%，其中

汉富美邦与天业集团、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公司已收取全额保证金，解除了公司担保风险，公

司已与相关方达成了和解。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有关公司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