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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 2019 年第四季度发电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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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四号—电力》的相关要求，现将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 2019 年第四季度发电情况披露如下：

分类 省份 电厂名称 持股比例（%）

2019 年第四季度 2019 年累计

发电量（万千瓦时）（不
含试生产电量）

上网电量（万千瓦时）（不
含试生产电量）

上网电价均价（元/千
千瓦时，含直供电，不
含税，除直供电外不

含环保电价）

发电量（万千瓦时）（不
含试生产电量）

上网电量（万千瓦时）
（不含试生产电量）

上网电价均价（元/
千千瓦时，含直供
电，不含税，除直供
电外不含环保电

价 ）

火电

浙江

台州发电厂 100.00 146060.24 134341.86 342.14 566693.50 520650.05 342.73
萧山发电厂(天然气机组) 100.00 30494.31 29943.79 547.90 87334.21 85398.49 540.31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

公司 51.00 284102.00 268147.57 339.17 840236.00 791321.52 335.69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
公司 95.00 131850.00 122705.23 349.20 479094.58 444920.83 351.31

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
公司 77.00 520213.46 492469.44 362.17 2200733.06 2083089.01 338.71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
公司 70.00 78697.80 73974.35 361.40 276100.20 258667.22 363.33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
公司 66.98 223998.60 211405.22 341.95 837979.60 788958.46 336.74

浙江浙能镇海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51.00 53892.36 47307.92 331.50 246367.80 217067.27 334.10

浙江浙能镇海联合发电
有限公司 45.00 1234.27 1203.05 607.10 40585.21 39627.46 595.55

浙江浙能镇海天然气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 51.00 36856.66 36160.87 548.14 179551.37 176146.26 545.31

浙江浙能镇海燃气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60.00 24958.68 23819.84 542.96 101379.09 96993.60 548.91

浙江浙能常山天然气发
电有限公司 100.00 16119.32 15879.60 554.00 43933.79 43237.92 549.33

浙江浙能金华燃机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76.00 6459.84 6308.36 593.37 15117.72 14747.50 595.09

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94.00 290036.70 276712.38 368.48 1041230.70 992106.76 339.63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51.00 356095.00 338139.79 364.64 1261055.00 1196042.70 338.64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97.00 250603.10 237418.42 349.51 1078137.50 1018720.06 352.14

浙江浙能绍兴滨海热电
有限责任公司 88.00 128762.78 115820.14 349.44 506673.24 456823.45 351.92

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
有限责任公司 56.00 304653.96 291403.93 359.25 1025942.76 979668.22 340.44

新疆 浙能新疆阿克苏热电有
限公司 100.00 78754.20 74164.20 189.69 238995.60 223957.80 182.83

宁夏 宁夏枣泉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51.00 131672.13 124928.20 225.05 665087.26 630471.00 220.33

火电小计（万千瓦时） 3095515.41 2922254.16 11732228.19 11058615.59

分类 省份 电厂名称 持股比例（%） 发电量（万千瓦时） 销售电量（万千瓦时）
销售电价（元/千千瓦
时，不含税，不含补

贴）
发电量（万千瓦时） 销售电量（万千瓦时）

销售电价（元/千千
瓦时，不含税，不含

补贴）

光伏发电 浙江

浙江浙能嘉兴发电有限
公司 70.00 834.24 729.45 367.50 3827.66 3452.29 366.01

台州发电厂 100.00 98.22 98.22 413.27 899.90 886.28 464.79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

公司 66.98 93.38 93.38 367.54 367.65 367.65 365.95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含慧泽能源） 95.00 174.02 171.44 468.00 880.41 874.87 467.67

浙能乐清发电有限责任
公司 51.00 602.22 600.81 367.50 2639.94 2632.11 365.81

浙江浙能中煤舟山煤电
有限责任公司 56.00 821.38 814.86 367.50 3693.20 3648.88 365.91

浙江浙能台州第二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 94.00 900.02 900.02 374.86 3757.66 3757.66 366.47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
公司 51.00 109.27 109.27 406.85 532.05 532.05 362.73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 97.00 73.68 72.07 367.52 354.50 342.08 366.09

浙江浙能能源服务有限
公司 100.00 90.31 88.11 485.62 90.31 88.11 485.62

光伏发电小计（万千瓦时） 3796.74 3677.63 17043.28 16581.98
合计（万千瓦时） 3099312.15 2925931.79 11749271.47 11075197.57

公司全资及控股发电企业 2019 年发电量和上网电量分别同比下降 5.35%和 5.42%；市场化交易竞得电量 482.34 亿千瓦时，同比增加 59.58%。
特此公告。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539 证券简称： ST 狮头 公告编号：临 2020-001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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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理财受托方：中国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共计 1.6 亿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
光大银行 2020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十一期产品 4；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

性存款【CSDV202000669】；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0668】；华泰证
券聚益第 20030 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华泰证券聚益第 20031 号（黄金现货）收益
凭证

委托理财期限： 90-92 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8 日召开的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
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即 2019 年 4 月 18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并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
事长在以上额度内具体实施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宜、 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6）。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对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一、本次购买的结构性存款基本情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通过对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当理财，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

投资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
（二）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 光大银行 2020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十一期产品 4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光大银行 银行理财产品
光大银行 2020 年对公
结构性存款统发第十

一期产品 4
1000 万 1.43%/3.7%/3.8%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0 天 保本浮动收益
型 无 - - 否

2.�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0669】
受托方名

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中国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CSDV202000669】 3500 万 1.3%/6.3%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1 天 保本保证收
益型 无 - - 否

3.�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0668】
受托方名

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率 预计收益
金额

中国银行 银行理财产
品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
款【CSDV202000668】 3500 万 1.3%/6.3%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91 天 保本保证收
益型 无 - - 否

4.� 华泰证券聚益第 20030 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金

额

华泰证券 券商理财产品 聚益第 20030 号（黄
金现货）收益凭证 4000 万 2%/3.7%/4.3%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92 天 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无 - - 否

5.� 华泰证券聚益第 20031 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金额 预计年化收益
率

预计收益金
额

华泰证券 券商理财产品 聚益第 20031 号（黄
金现货）收益凭证 4000 万 2%/3.7%/4.3% -

产品期限 收益类型 结构化安排 参考年化收
益率 预计收益 是否构成关

联交易

91 天 本金保障型收益
凭证 无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资金投向、进展情况，一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门负责对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报告。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结构性存款及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

定期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光大银行 2020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十一期产品 4

产品名称 2020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统发第十一期产品 4
产品期限 90 天

认购金额 1000 万元

起息日 2020 年 1 月 20 日

到期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

收益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挂钩标的 Bloomberg 于东京时间 15:00 公布的 BFIX EURUSD 即期汇率

预期年化收益率

1.43% /3.70%/3.80%：观察日标的汇率小于或等于 1.01，产品收益率按
1.43%执行；大于 1.01，小于 N+0.039，产品收益率按 3.7%执行 ；大于或
等于 N+0.039， 产品收益率按 3.8%执行。 N 为起息日挂钩标的即期汇
率。

流动性安排 客户不可提前终止（赎回）

收益支付方式 到期还本付息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2.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0669】
产品名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0669】
产品期限 91 天

认购金额 3500 万元

起息日 2020 年 1 月 20 日

到期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

收益类型 保证收益型

挂钩标的 美元兑瑞郎即期汇率， 取自每周一悉尼时间上午 5 点至每周五纽约时
间下午 5 点之间，EBS 所取的美元兑瑞郎汇率的报价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0% /6.30%：在观察期内某个观察日，挂钩标的曾小于或等于基准值
减 0.0170，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保底收益率为 1.3%（年率）；如
果挂钩指标始终大于基准值减 0.0170，扣除产品费用（如有）后，产品最
高收益率为 6.3%（年率）。

流动性安排 存续期内，客户无权主动赎回

收益支付方式 到期还本付息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3.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0668】
产品名称 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202000668】
产品期限 91 天

认购金额 3500 万元

起息日 2020 年 1 月 20 日

到期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

收益类型 保证收益型

挂钩标的 美元兑瑞郎即期汇率，取自每周一悉尼时间上午 5 点至每周五纽
约时间下午 5 点之间，EBS 所取的美元兑瑞郎汇率的报价

预期年化收益率

1.30% /6.30%：在观察期内某个观察日，挂钩标的始终大于基准值
减 0.0170，扣除产品费用 （如有 ）后 ，产品保底收益率为 1.3%（年
率）；如果挂钩指标曾经小于或等于基准值减 0.0170，扣除产品费
用（如有）后，产品最高收益率为 6.3%（年率）。

流动性安排 存续期内，客户无权主动赎回

收益支付方式 到期还本付息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4.华泰证券聚益第 20030 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产品名称 华泰证券聚益第 20030 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产品期限 92 天

认购金额 4000 万元

起息日 2020 年 1 月 21 日

到期日 2020 年 4 月 21 日

收益类型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挂钩标的 黄金现货实盘合约 Au99.99(AU9999.SGE)

预期年化收益率

2.00% /3.70%/4.30%：挂钩标的期末表现水平大于等于 100%且小
于等于 119%,则到期终止收益率（年化）为 4.3%；如挂钩标期末表
现水平小于 100%，则到期终止收益率 （年化 ）为 3.7%；如挂钩标
期末表现水平大于 119%，则到期终止收益率（年化）为 2%。 存续
期内的任意一个观察日， 挂钩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收益表现水平=
挂钩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收盘价格/挂钩标的期初价格。

收益支付方式 存续期到期一次性支付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5.华泰证券聚益第 20031 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产品名称 华泰证券聚益第 20031 号（黄金现货）收益凭证

产品期限 91 天

认购金额 4000 万元

起息日 2020 年 1 月 22 日

到期日 2020 年 4 月 21 日

收益类型 本金保障型收益凭证

挂钩标的 黄金现货实盘合约 Au99.99(AU9999.SGE)

预期年化收益率

2.00% /3.70%/4.30%： 挂钩标的期末表现水平大于等于 81%且小
于等于 100%,则到期终止收益率（年化）为 4.3%；如挂钩标期末表
现水平大于 100%，则到期终止收益率 （年化 ）为 3.7%；如挂钩标
期末表现水平小于 81%，则到期终止收益率（年化）为 2%；存续期
内的任意一个观察日， 挂钩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收益表现水平=挂
钩标的在该观察日的收盘价格/挂钩标的期初价格。

收益支付方式 存续期到期一次性支付

是否要求履约担保 否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挂钩标的如下：

序号 理财产品 挂钩标的

1 光大银行 2020 年对公结构性存款
统发第十一期产品 4

Bloomberg 于东京时间 15:00 公布的 BFIX EURUSD 即
期汇率

2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202000669】

美元兑瑞郎即期汇率， 取自每周一悉尼时间上午 5 点
至每周五纽约时间下午 5 点之间 ，EBS 所取的美元兑
瑞郎汇率的报价

3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202000668】

美元兑瑞郎即期汇率， 取自每周一悉尼时间上午 5 点
至每周五纽约时间下午 5 点之间 ，EBS 所取的美元兑
瑞郎汇率的报价

4 华泰证券聚益第 20030 号 （黄金现
货）收益凭证 黄金现货实盘合约 Au99.99(AU9999.SGE)

5 华泰证券聚益第 20031 号 （黄金现
货）收益凭证 黄金现货实盘合约 Au99.99(AU9999.SGE)

（三）风险控制分析
为控制投资风险，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品种为低风险、短期理财产

品。公司进行委托理财，选择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盈利能力强的金融机构作为
受托方，并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的
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

公司本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在做好日常资金调配、保证正常
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不受影响的基础上实施，购买产品均为保本型理财产品，风险可
控。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本次委托理财受托方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818）、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1988）、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1688），均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上述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502,336,986.20 470,200,284.28
负债总额 60,126,186.94 20,890,607.95
净资产 442,210,799.26 449,309,676.33

2018 年度 2019 年 1-9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482,101.01 4,279,623.92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货币资金为 314,457,972.63 元。本次委托理财金额

为 1.6 亿元，占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 50.88%。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
通过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适度进行适当理财，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投
资收益，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获取较好的投资回报，不会
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造成重大影响。 公司不存在负有大额
负债的同时购买大额理财产品的情形。

根据最新会计准则，公司将购买的短期理财产品在资产负债表中列示为“交易
性金融资产”，其利息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最终以会计师审计确认的
会计处理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理财产品属于较低风险理财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

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相关投资可能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提醒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0 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结构性存
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之日（即 2019 年 4 月 18 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并授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
事长在以上额度内具体实施购买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宜、 签署
相关合同文件。 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28 日披露的《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9-016）。 公司独立董事已于
2019 年 3 月 27 日对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事项发表了
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54.08 0
2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25000 237.95 0
3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21.19 0
4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25000 86.82 0
5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25000 133.36 0
6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27.12 0
7 银行理财产品 25000 25000 70.07 0
8 银行理财产品 5000 5000 13.56 0
9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 10000 67.00 0
10 银行理财产品 8000 ——— ——— 8000
11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2000 18.65 0
12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2000 21.44 0
13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 ——— 2000
14 券商理财产品 2000 2000 12.45 0
15 券商理财产品 1000 1000 3.40 0
16 券商理财产品 1000 1000 1.70 0
17 银行理财产品（本次） 1000 ——— ——— 1000
18 银行理财产品（本次） 3500 ——— ——— 3500
19 银行理财产品（本次） 3500 ——— ——— 3500
20 券商理财产品（本次） 4000 ——— ——— 4000
21 券商理财产品（本次） 4000 ——— ——— 4000

合计 169000 143000 768.79 26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35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79.15%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52.9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26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4000

总理财额度 40000
特此公告。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984 证券简称：建设机械 公告编号：2020-008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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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1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金花北路 418 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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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9,030,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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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7.3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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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杨宏军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表

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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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3 人，监事刘敏女士、程曦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和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 关于为南通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15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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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30,2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 关于为广东庞源工程机械租赁有限公司 6000 万元项目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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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30,2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上海庞源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陕西开源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办理融资租赁授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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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123,4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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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南通庞源机械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15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议案

49,767,4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为广东庞源工程
机 械 租 赁 有 限 公 司
6000 万元项目贷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的议案

49,767,4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子公司上海庞源
机械租赁有限公司在
陕西开源融资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办理融资
租赁授信的议案

49,767,48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表决议案均为普通表决事项，表决结果同意票均超过有效表决票半数，获

得通过。因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陕西建设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
份 175,906,748 股回避了第 3 项议案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斌、晏国哲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主体资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

2、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3、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陕西建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3810 证券简称：丰山集团 公告编号：2020-003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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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9,660 万元到 11,060 万元，同
比减少 69.60%到 79.69%。

公司 2019 年年度非经常性损益预计为 1,224 万元， 主要系公司利用暂时闲置
资金依法合规购买理财产品获取的投资收益所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
2019 年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
少 10,750 万元到 11,660 万元，同比减少 79.58%到 86.32%。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减少 9,660 万元到 11,060 万元， 同比减少
69.60%到 79.69%。

2.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 将减少 10,750 万元到
11,660 万元，同比减少 79.58%到 86.32%。

（三）本期业绩预告为公司财务部根据报告期经营情况所做的初步测算，尚未

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878.59 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507.83 万元。
（二）每股收益：2.14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由于公司所在园区唯一集中供热公司停止供热， 公司原药合成车间自 2019 年

4 月 18 日开始临时停产，至 2019 年 10 月 25 日恢复生产，停产时间超过 6 个月，导
致原药合成车间开工率不足，销售收入大幅下降，停产损失大幅增加。 停产期间，公
司开展安全、环保整治提升，安全、环保整治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进行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审计机构审计；具体

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9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丰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600693 证券简称：东百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06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收购固安慧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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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通过了《关于收购固安慧园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间接
控制的全资子公司平潭信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潭信海”）收购北京兴
源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兴源时代置业有限公司及陈庆票共同持有的固安慧园
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园供应链”、“目标公司”）100%的股权。 交易各
方已就本次交易事项签署《买卖协议》， 股权转让价格暂定为人民币 25,172.01 万
元， 最终价格将根据目标公司自结算日至交割日的净资产价值变化进行调整，同

时，平潭信海承担目标公司前期股东借款 11,858.00 万元及本次交易过程中卖方垫
付目标公司的基础设施配套费约 1,154.83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其他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近日，有关各方根据协议约定完成了慧园供应链的工商变更登记及交割手续。
本次交易完成后，慧园供应链将作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特此公告。
福建东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证券代码：600528 证券简称：中铁工业 编号：临 2020-003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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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 2020 年 1 月 23 日届满。 鉴于公司新一
届董事会、监事会的候选人提名工作尚未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的各项工作尚
在筹备中，预计在任期届满前无法完成换届工作。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工作
的连续性，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将延期换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及高级管
理人员的任期亦相应顺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及全体董事、第七届监事会及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换
届工作完成前，将继续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履行职责和义务。 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将积极推进
董事会、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股票代码：603223 股票简称：恒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0-001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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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减少 2354 万元到 4472 万元，
同比减少 50.01� %到 95.01%。

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 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减少
1533 万元到 2230 万元，同比减少 109.77%到 159.67%。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9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减少 2354 万元到 4472 万元，同比减少 50.01%
到 95.01%。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
据）相比，将减少 1533 万元到 2230 万元，同比减少 109.77%到 159.67%。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且注册会计师未对公司本期业绩 预
告出具专项说明。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706.95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393.60 万元。

（二）每股收益：0.24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自 2017 年气荒以来，管道气保供能力不足，不能完全覆盖“煤改气”等环保政

策带来的市场规模增量,LNG 成为管道气的重要补充，其市场参与者增加。 2019 年
初以来，LNG 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供应量明显提升，但是天然气下游需求提升却跟
进不足，管道气供应较为平稳，未出现大幅减量的突发现象，LNG 市场环境出现临
时供需关系变化，导致 LNG 贸易上下游价差变小。 公司主营业务为 LNG 的贸易与
运输，受上述因素影响，公司 2019 年毛利率出现大幅下滑，导致业绩较去年同比减
少。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 2019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 月 2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