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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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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今日收到
股东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资产”）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
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的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实
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
行动人 １

本次质押
股数（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质
押
用
途

天亿
资产 是

3,291,060 1.39% 0.08% 否 否 2019-12-3
0

2020-12-2
6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自

身
生
产
经
营

1,374,025 0.58% 0.04% 否 否 2019-12-3
0

2020-12-2
6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15,334,91
5 6.49% 0.39% 是 否 2019-12-3

0
2020-12-2

6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

合计 20,000,00
0 8.47% 0.51%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包括：天亿资产、天亿实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亿控股 "）、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
美馨 "）、上海维途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 上海维途 "）、北京世纪长河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世纪长河 "）、高伟先生和徐可先生。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俞熔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829,738,134 股， 累计质押股份为 601,846,136 股， 累计质押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72.53%。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
量（股）

持股
比例

累计质押
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俞熔 39,826,1
35 1.02% 25,933,015 65.12% 0.66% 25,933,015２ 100.00% 3,936,526 28.33%

天亿资
产

236,174,
791 6.02% 235,223,80

7 99.60% 6.00% 85,512,569 36.35% 0 0

天亿控
股

49,310,3
00 1.26% 34,203,560 69.36% 0.87% 0 0 0 0

上海美
馨

91,699,5
05 2.34% 43,121,754 47.03% 1.10% 0 0 0 0

上海维
途

124,816,
209 3.18% 124,804,80

0 99.99% 3.18% 124,804,80
0 100.00% 11,409 100.00%

世纪长
河

222,766,
552 5.68% 138,559,20

0 62.20% 3.53% 0 0 0 0

高伟 11,620,2
88 0.30% 0 0 0 0 0 0 0

徐可 53,524,3
54 1.37% 0 0 0 0 0 53,367,2

01 99.71%３

合计 829,738,
134

21.17
%

601,846,13
6 72.53% 15.35% 236,250,38

4 39.25% 57,315,1
36 25.15%

２ 俞熔先生已质押股份中的限售股份为高管锁定股。
３ 徐可先生未质押股份中包括无限售流通股 157,153 股。
三、其他说明
1、 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249,430,715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0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36%，对应融资余
额人民币 141,360.03 万元； 其中， 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
61,375,2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7.40%，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57%，对应融资余额
人民币 15,000 万元。 还款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资信情

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付能力。
2、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

公司利益的情形。
3、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未来股份变动

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
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 天亿资产作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慈铭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72.22%股权事项盈利预测补偿承诺人， 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2016 年 5 月 30 日、
2017 年 6 月 14 日分别与公司签订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上述协议约定的盈利补偿涉及
股份补偿，公司将充分关注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如若出现盈利预测补偿迹象将及
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上述协议业绩承诺的正常履行。 同时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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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美年健康”）下属子公

司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大健康”）、上海美东软件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美东”）近日分别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上海浦东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沪 0115 民初 83301 号 ]和上海知
识产权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沪 73 民初 535 号 ]，现就有关诉讼的具体
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有关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民事判决书》[（2018）沪 0115 民初 83301 号 ]相关诉讼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披露了爱康国宾健康体检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爱康国宾”）诉牟元茂、广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广州美年大
健康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年”）、广州市美年大健康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美年大健康、美年健康共同侵犯其商业秘密，请求法院判令停止侵权并赔
偿经济损失人民币 5,000 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事项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15）。

2018 年 3 月 31 日， 公司披露了爱康国宾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提出自愿撤
诉的申请并得到法院准许。 而后，爱康国宾向上海浦东法院提请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侵害商业秘密纠纷的相关诉讼，具体情况详见《关于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涉及诉讼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4）。

2018 年 10 月 30 日，爱康国宾以需要重新搜集证据为由向上海浦东法院提出撤
诉申请，上海浦东法院准许撤诉。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下属子公司涉诉
事项原告撤诉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6）。

2018 年 11 月 17 日，公司披露了上海美东、广州美年、美年大健康收到上海浦东
法院出具的《应诉通知书》相关事项，具体情况详见《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涉及诉
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32）。

（二）《民事判决书》[（2018）沪 73 民初 535 号 ]� 相关诉讼基本情况：
2016 年 5 月 23 日， 公司披露了上海美东收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的民事传票及

民事起诉状。 根据民事起诉状，原告爱康网健康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
康科技”） 认为美年大健康、 上海美东及王海峰等 4 名被告共同侵犯了原告的计算
机软件著作权，并请求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判令停止使用并赔偿损失 5,300 万元。 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二次修订
稿）》相关内容。

2016 年 12 月 3 日，诉讼各方进行了证据交换。
2017 年 1 月 9 日，进行了涉密证据的交换。
2017 年 6 月 14 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委托北京国创鼎诚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

心对各方提供的软件进行鉴定。
2018 年 6 月 8 日，围绕鉴定意见，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最后一次

证据交换。
2018 年 8 月 21 日，经王海峰申请，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开始委托鉴定机构进行补

充司法鉴定。
2019 年 3 月 21 日，鉴定机构对涉案软件作出补充鉴定意见。
2019 年 7 月 30 日，该案开庭审理。
上述诉讼进展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披露的《2019 年第三季度报告全

文》相关内容。
二、有关诉讼的进展情况

（一）根据上海浦东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沪 0115 民初 83301 号 ]，
该案件的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牟元茂、上海美东、广州美年、美年大健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
同赔偿原告爱康国宾、广州爱康国宾健康检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爱康”）律
师费 10 万元。

2、驳回原告爱康国宾、广州爱康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91,800 元， 由原告爱康国宾、 广州爱康负担 271,800

元，被告牟元茂、上海美东、广州美年、美年大健康共同负担 2 万元。
（二）根据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2018）沪 73 民初 535 号 ]，

该案件的主要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上海美东、王海峰、上海圣嘉门诊部有限公司停止对原告爱康科技享有

的爱康国宾体检中心 LIS 检验系统、爱康国宾体检中心自动化排检系统、爱康国宾
体检中心信息系统计算机软件作品著作权的侵害；

2、被告上海美东、王海峰应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出具致歉声明，就其侵
害原告爱康科技享有的爱康国宾体检中心 LIS 检验系统、爱康国宾体检中心自动化
排检系统、 爱康国宾体检中心信息系统计算机软件作品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书面向
原告爱康科技赔礼道歉；

3、被告上海美东、王海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爱康科技
经济损失人民币 5 万元；

4、被告上海美东、王海峰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原告爱康科技
为制止涉案侵权行为所支出的合理费用人民币 10 万元；

5、驳回原告爱康科技在本案中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上海美东、王海峰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291,800 元，由原告爱康科技负担人民币 145,462 元，由
被告上海美东、王海峰共同负担人民币 146,338 元。 证据保全申请费人民币 30 元，
由被告上海美东、王海峰共同负担。 本案鉴定费人民币 600,500 元，由原告爱康科技
负担人民币 240,000 元，由被告上海美东、王海峰共同负担人民币 360,500 元。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不存在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一章第一节“重大诉讼和

仲裁”有关规定的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和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依据（2018）沪 0115 民初 83301 号《民事判决书》和（2018）沪 73 民初 535 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结果，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无重大影响。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上海浦东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 0115 民初 83301 号 ]；
2、《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沪 73 民初 535 号 ]。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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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以上股东部分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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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 5％以上股

东邵恒先生的通知， 获悉邵恒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了质押及解除
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冻
结 /拍卖等股份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日
期

质权人 /申请
人等

邵恒 否 19,280,000 3.95 0.32

2017年
12月 4
日

2019年
12月 26

日

中信建投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 19,280,000 3.95 0.32 -- -- --

（二）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股
数（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的比
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开
始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邵恒 否 3,964,095 0.81 0.07 否 否
2019年
12月
27日

质押人
申请解
除质押
为止

庄剑秋 融资

邵恒 否 5,362,147 1.10 0.09 否 否
2019年
12月
30日

质押人
申请解
除质押
为止

王惠芬 融资

邵恒 否 5,362,147 1.10 0.09 否 否
2019年
12月
30日

质押人
申请解
除质押
为止

吴志红 融资

合计 -- 14,688,389 3.01 0.25 --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上述股东无一致行动人，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

邵恒 487,67
4,145 8.19 467,244,639 481,933,028 98.82 8.09 386,329,297

（注） 80.16 0 0.00

合计 487,67
4,145 8.19 467,244,639 481,933,028 98.82 8.09 386,329,297 80.16 0 0.00

注： 上表中“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数量”386,329,297 股， 其中高管锁定股
304,034,542 股、首发后限售股 82,294,755 股

（三）股东股份被冻结或拍卖等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邵恒先生所持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冻结的情形，不存在被拍卖

或设定信托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明细。
2.�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解除质押明细。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602 证券简称：世纪华通 公告编号：2019-109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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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

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
股本时应扣减已回购股份， 并以此为准计算股东大会决议的表决结果。 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9� 日至 2019 年 10 月 8 日期间累计回购股票 97,434,120� 股，已存
放于公司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 故截止股权登记日，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
数为 5,858,998,770 股。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15 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下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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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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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上午 9：15 至 12 月 31 日下午 3：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曹娥街道越爱路 66 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苗通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38 人， 代表股份总数 1,376,325,24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23.4908％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5 名， 代表股份总数
1,369,358,63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23.371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3 名，
代表股份总数 6,966,6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0.1189％。

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35 人，代表股份总数 195,332,17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本
的 3.333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88,365,571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本的 3.21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3 人，代表股份 6,966,607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总股本的 0.118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浙
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376,316,8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4％；反对 7,96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弃
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95,323,8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7％；反对 7,9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41％；弃权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以上提案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任穗、费俊杰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0-003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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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
临时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
费的关联交易议案》，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现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银仪风电）、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银
星风电）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体现公平原则，进一步明确融资担保的责
权，宁夏能源拟收取担保费用。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宁夏能源签署的《担保收费协议》，担保费用自 2019 年
1 月起开始计算，按年支付。公司全资子公司银仪风电、内蒙银星风电应以宁夏能源
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按照 1.5‰/ 年的担保费率向宁夏能源支付担保费。 在担保期
限内，银仪风电、内蒙银星风电应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8.43 万元，其
中：银仪风电支付担保费不超过人民币 53.48 万元；内蒙银星风电支付担保费不超
过人民币 104.95 万元。

截至 2019 年底， 宁夏能源为银仪风电总余额人民币 17,74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
供人民币 9,44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能源为内蒙银星风电总余额人民币
41,8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按照上述担保费
率计算，2019 年度银仪风电应支付担保费人民币 14.16 万元， 内蒙银星风电应支付
担保费人民币 15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关联关系的说明
宁夏能源持有公司 284,089,9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23%，是公司的控

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宁夏能源为公司的关联法
人。

3. 该事项已经公司 2019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高原先生、吴解萍女士、王彦军

先生、马建勋先生、张锐先生、雍锦宁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该事项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中铝宁夏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柴永成先生，注册地址：宁夏银川

市西夏区黄河西路 520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502,58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0007508050517，经营范围：从事火电、铝、风电、太阳能发电、供热、及其相关产
业的建设与运营管理,从事煤炭、铁路、机械制造及其相关产业的投资 ,(以上涉及行
政许可的项目必须凭许可证经营);以下各项限分公司经营:污水处理 ;铁路货物运输
及铁路运输相关服务 ;煤炭销售 ;物流园区开发建设营运 ;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
品、易燃易爆品);搬运装卸、物流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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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宁夏能源控股股东系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
70.82%，其他股东分别是宁夏惠民投融资有限公司持股 17.96%，北京能源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持股 5.66%，宁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56%。

2.宁夏能源持有公司 284,089,9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0.23%，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规定的情形，为公司的关联法人。

3.经查询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网站，宁夏能源不是失
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4.财务指标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宁夏能源总资产人民币 32,711,013,318.05� 元，股东权

益人民币 7,433,730,971.99 元，实现的营业收入人民币 6,714,039,619.92 元，净利润
人民币 361,310,549.94 元（经审计）。

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宁夏能源总资产人民币 32,641,870,703.94 元，股东权
益人民币 7,940,734,016.92� 元，实现的营业收入人民币 5,120,569,141.61 元，净利润
人民币 508,525,433.14 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宁夏能源签署的《担保收费协议》，担保费用自 2019 年

1 月起开始计算，按年支付。公司全资子公司银仪风电、内蒙银星风电应以宁夏能源
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按照 1.5‰/ 年的担保费率向宁夏能源支付担保费。 在担保期
限内，银仪风电、内蒙银星风电应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8.43 万元，其
中：银仪风电支付担保费不超过人民币 53.48 万元；内蒙银星风电支付担保费不超
过人民币 104.95 万元。

根据 2019 年底宁夏能源为银仪风电及内蒙银星风电提供担保余额并按上述担
保费率进行计算后，2019 年度银仪风电应支付担保费人民币 14.16 万元，2019 年度
内蒙银星风电应支付担保费人民币 15 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如下表格。

单位：人民币万元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期限 截止 2019年
担保额度

执行担保费
率

2019年支
付担保费

中铝宁夏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2008-7-21至
2023-7-20 7,000 1.5‰ 10.50

中铝宁夏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
限责任公司

2006-12-18至
2021-12-17 2,440 1.5‰ 3.66

中铝宁夏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

2009-8-20至
2024-8-19 5,000 1.5‰ 7.5

中铝宁夏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

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

2012-12-26至
2027-12-25 5,000 1.5‰ 7.5

合计 19,440 29.16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依据
宁夏能源参考市场价格制定《担保管理办法》，对下属单位提供担保实行担保

收费制，收费标准：担保合同金额为 1 亿元以内的（含 1 亿元）收费标准为 1.5‰/
年；担保合同金额为 1 亿元以上，5 亿元（含 5 亿元）以下的收费标准为 2‰/ 年；担
保合同金额超过 5 亿元的收费标准为 3‰/ 年。 宁夏能源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收取的
担保费用符合《担保管理办法》《担保收费协议》的规定，价格公允、合理，未损害公
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担保管理办法》及《担保收费协议》，宁夏能源为银仪风电总余额人民币
17,74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人民币 9,44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按照 1.5‰/ 年的
担保费率收取担保费，在担保期限内，担保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53.48 万元，按年支
付，从 2019 年开始执行，2019 年度银仪风电应支付担保费人民币 14.16 万元。

宁夏能源为内蒙银星风电总余额人民币 41,8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按照 1.5‰/ 年的担保费率收取担保费， 在担保期限
内，担保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4.95 万元，按年支付，从 2019 年开始执行，2019 年
度内蒙银星风电应支付担保费人民币 15 万元。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为了保证公司银行贷款的延续性， 为公司 2020 年投资和经营计划

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持，有利于公司财务状况的稳定和未来业务的发展。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与宁夏能源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民币

29,939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本次关联交易未发现存在违反诚信原
则的情形；本次交易乃客观需要，符合公司利益；担保费率公允，交易条件公平、合
理，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我们事前认可并同意该交易
事项。

九、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证券代码：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2020-001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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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以电子邮件

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董
事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高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 3 名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依法列
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银仪风电）、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银
星风电）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体现公平原则，进一步明确融资担保的责
权，宁夏能源拟收取担保费用。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宁夏能源签署的《担保收费协议》，担保费用自 2019 年
1 月起开始计算，按年支付。公司全资子公司银仪风电、内蒙银星风电应以宁夏能源
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按照 1.5‰/ 年的担保费率向宁夏能源支付担保费。 在担保期
限内，银仪风电、内蒙银星风电应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8.43 万元，其

中：银仪风电支付担保费不超过人民币 53.48 万元；内蒙银星风电支付担保费不超
过人民币 104.95 万元。

截至 2019 年底， 宁夏能源为银仪风电总余额人民币 17,74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
供人民币 9,44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能源为内蒙银星风电总余额人民币
41,8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按照上述担保费
率计算，2019 年度银仪风电应支付担保费人民币 14.16 万元， 内蒙银星风电应支付
担保费人民币 15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高原先生、吴解萍女士、王彦

军先生、马建勋先生、张锐先生、雍锦宁先生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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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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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19 年 12 月 27 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
议于 2019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赵静女士主持。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
开、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议案》。
根据公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和业务发展的需要， 公司控股股东中铝宁夏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宁夏银仪风力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银仪风电）、内蒙古阿拉善银星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银
星风电）银行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体现公平原则，进一步明确融资担保的责
权，宁夏能源拟收取担保费用。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宁夏能源签署的《担保收费协议》，担保费用自 2019 年
1 月起开始计算，按年支付。公司全资子公司银仪风电、内蒙银星风电应以宁夏能源
为其提供担保的金额按照 1.5‰/ 年的担保费率向宁夏能源支付担保费。 在担保期
限内，银仪风电、内蒙银星风电应支付的担保费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8.43 万元，其

中：银仪风电支付担保费不超过人民币 53.48 万元；内蒙银星风电支付担保费不超
过人民币 104.95 万元。

截至 2019 年底， 宁夏能源为银仪风电总余额人民币 17,74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
供人民币 9,44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宁夏能源为内蒙银星风电总余额人民币
41,800 万元的银行贷款提供人民币 10,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按照上述担保费
率计算，2019 年度银仪风电应支付担保费人民币 14.16 万元， 内蒙银星风电应支付
担保费人民币 15 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2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宁夏银星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支付担保费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