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332020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二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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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以直接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董事发出
董事会会议通知；

（三）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织里镇利济东路 555 号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 5 名，实际参会董事 5 名；
（五）本次会议由沈新芳先生主持，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存在问题的议案》
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核查后

发现，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至 2020 年 3 月期间在闲置募集资金的使用中存在问题。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东尼电子关于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之自查
及整改报告》。

独立董事就此事项发表了相关的独立意见。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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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以下

简称“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3 日以专人送达、挂号邮件、传真等方式向监事发出监事
会会议通知；

（三）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以现场方式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
东路 555号会议室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3名，实际参会监事 3名，本次会议由陈智敏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存在问题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
公司对本次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严肃的审查与检讨，并进行相应

的完善和整改，我们将加强履行监督职责跟踪整改情况，对公司内部控制合规情况进行
重点监督，督促有关部门建立、完善公司内部控制治理架构，并对相关岗位和各项业务的
实施进行全面的监督和评价，避免此类行为的发生。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同日披露的《东尼电子关于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之自查及整
改报告》。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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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北省廊坊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奥集团华祥路 31 号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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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19,975,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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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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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鞠喜林先生主持会议，会议以现场

会议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现场会议
并做见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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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人，鞠喜林先生、张亚东先生、杨丽芳女士出席会

议，王玉锁先生、王子峥先生、张滔先生、李璞先生、黎志先生、郑斌先生因其他工作
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郜志新先生出席会议，监事蔡福英女士、
杜启菊女士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总裁杨瑞先生、常务副总裁王曦女士、副总裁兼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张炎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新增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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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975,8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王玉锁 319,975,832 100.0000 是

2.02 鞠喜林 319,975,832 100.0000 是

2.03 张亚东 319,975,832 100.0000 是

2.04 张瑾 319,975,832 100.0000 是

2.05 杨瑞 319,975,832 100.0000 是

2.06 王曦 319,975,832 100.0000 是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郑斌 319,975,832 100.0000 是

3.02 杨丽芳 319,975,832 100.0000 是

3.03 王树良 319,975,832 100.0000 是

4、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蔡福英 319,975,832 100.0000 是

4.02 郜志新 319,975,832 100.0000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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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新增担保的议
案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1 王玉锁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2 鞠喜林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3 张亚东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4 张瑾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5 杨瑞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06 王曦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郑斌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2 杨丽芳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3 王树良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01 蔡福英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02 郜志新 60,093,64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单独计票。议案一需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至议案四均采取累积
投票制，需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斯亮、刘雪晴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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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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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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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以现场会议和通讯会议相结合的形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新智认知
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协商推举张亚东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推举鞠
喜林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职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和相关制度规则的规定确定。

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二：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在董事会

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4个专业委员会。
经董事长张亚东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拟由以下董事组成：

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委员会名称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亚东 杨丽芳 王树良 郑斌

其他委员

王玉锁 王曦 张亚东 鞠喜林
鞠喜林 郑斌 郑斌 杨丽芳
张 瑾 王树良 杨丽芳 王树良
杨 瑞
王 曦
郑 斌
杨丽芳
王树良

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详情参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议案四：关于任命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新

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 等相关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经
董事长张亚东先生提名栗沁华先生为审计部负责人， 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议案五：关于任命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长张亚东先生提名王雅琪女士为
证券事务代表，聘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经表决，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附件：
栗沁华先生：1988 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本科学士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2017 年加入新奥集团，原任新奥集团示险赋能群审计经理；现任全资子公司新智认
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示险与法务赋能群审计经理。

王雅琪女士：1991 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本科学士学位，中共党员。 2015 年加
入新奥集团，2017 年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雅琪女士已于 2017 年 2 月参加上
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第八十二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且考试合格，获得《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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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提名委员会审核，董事长、总裁的提名，公司聘任以下人员担任公司第四届高
级管理人员：

1、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杨瑞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三年；
2、根据总裁提名，聘任王曦女士为公司常务副总裁，聘任郭树青先生、刘德军先

生、祝伟先生、张晓春女士、宋开先生、张炎锋先生、谢昕女士为公司副总裁，协助总
裁工作，任期三年；

3、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张炎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公司治理、信息披
露、投资者关系管理及资本市场融资运作等工作，任期三年；

4、根据总裁提名，聘任张炎锋为公司财务总监，负责公司整体财务规划与管理
工作，任期三年。

高级管理人员的职权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规
则的规定确定。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附件：
杨瑞先生：1978 年出生，中国国籍，香港中文大学，MBA。 曾任神州数码销售部

总经理兼互联网事业部总经理、佳杰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汉柏科技有限公
司总经理。 2014 年 9 月加入博康，曾任新智认知数据服务有限公司副总裁、本公司
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全资子公司新智数据总裁。

王曦女士：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汉族，北京大学 EMBA。 2000 年加入新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新奥集团督委会监察室主任、风险管理部主任、长沙新奥燃
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子公司总经理、新奥集团财务管理部总经理、新奥集团首席
财务总监、 新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现任新奥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600803.SH）监事、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600749.SH）监事会主席、新奥控股投资
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

郭树青先生：1981 年出生，中国国籍，研究生学历。 曾任新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规划经理、新奥集团市场与战略绩效部投资总监、本公司战略绩效总监、烟台新绎
游船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刘德军先生：1975 年出生，中国国籍，北京大学 MBA。曾任中国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北京新奥华鼎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新奥能源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新奥海洋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客运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全资子公司北海新绎游船总经理。

祝伟先生：1976 年出生，中国国籍，上海交通大学硕士，EMBA。 曾任宁波 GQY
视讯股份有限公司大区销售经理，HONEYWELL（中国）有限公司交通行业销售经
理，博康智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上海 RBU 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
公司副总裁，全资子公司新智数据副总裁。

张晓春女士：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南开大学硕士，MBA，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曾任新奥燃气控股有限公司（2688.HK）人力资源总监，新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共享中心总经理、首席人力资源总监，曾兼任新绎健康集团副总裁。 现
任本公司副总裁、全资子公司新智数据副总裁。

宋开先生：1981 年出生，汉族，中国国籍，中国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任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大数据产品研发部部长，现任公司副总裁兼首席信息技术官、全资
子公司新智数据副总裁。

张炎锋先生：1983 年出生， 汉族， 中国国籍，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3 年至 2018 年 8 月曾任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资金部资本运营部副总经理、中
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资金管理部副总经理及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全资子公司新智数据副总裁。

谢昕女士：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硕士，EMBA。 曾任深圳市
博康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英格索兰中国安防事业部运营总监，
安朗杰安防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供应链及运营总监、兼华南区销售总经理，博康智
能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财务运营中心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本公司副总
裁、全资子公司新智数据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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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蓝光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集团”）

及其下属两家控股子公司（成都泰瑞观岭投资有限公司、成都锦诚观岭投资有限公
司）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签署的《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于 2019 年 4 月 19 日到期。
经各方协商，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8 日与蓝光集团续签《提供融资及担保协议》。在该
协议有效期内，蓝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孙）公司向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孙）公司
提供的新增借款总额不超过 50 亿元，单笔借款期限不超过 12 月，借款利息不得超
过公司同类型同期平均借款利率成本；向公司及公司下属控股子（孙）公司对外融
资提供的新增担保总额上限不超过 50 亿元，公司每次按不高于单次担保金额 1.5%
的费率向蓝光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支付担保费。 本协议自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
准之日起即 2019 年 4 月 8 日起生效，有效期为 12 个月。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3 月 18 日披露的 2019-031、032、037 号临时公告，
2019 年 4 月 9 日披露的 2019-047 号临时公告。

二、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一）提供借款情况：
在上述协议项下，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公司

提供借款余额为 35,057.20 万元。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期间，公司新增借款 13,255 万元，归还借

款 8,000 万元。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
余额为 40,312.20 万元。

（二）提供担保情况：
在上述协议项下，截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为公司

提供担保余额为 122,047.75 万元。
2020 年 2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期间，到期解除担保金额 20,389.53 万元。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 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01,658.22 万元。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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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人：
成都武侯蓝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侯蓝光”）
南京和骏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和骏升”）
惠州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蓝光”）
深圳市炀玖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炀玖”）
四川蓝光生态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生态”）
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迪康”）
陕西基煜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基煜”）
晋宁滇池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晋宁滇池”）
泉州蓝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泉州蓝顺”）
2、担保金额：169,346.73 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下表中第 8 项担保按照债务总额的 21.78%即 17,424 万元向本公司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包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

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
履约金额

担保金额 /
担保标的

公司持股比例
（包括直接及间

接）

融资机构 /
债权人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1 武侯蓝光 蓝光发展 450.00 450.00 100%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2 南京和骏升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
（简称“蓝光和骏”）、扬州和
骏置业有限公司

3,500.00 3,500.00 100% 余姚市明盛经济信息
咨询服务部

蓝光和骏、扬州和骏置业有限公
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3 惠州蓝光 蓝光发展 25,000.00 25,000.00 1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分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4 深圳炀玖
蓝光发展、 茂名烁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茂名烁
城”）

20,000.00 20,000.00 100%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珠海分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茂名烁城提供土地抵押担保
（粤（2019） 高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0211号）。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5 蓝光生态
蓝光发展、 成都金谷景观工
程有限公司、 成都煜明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蓝光和骏

5,000.00 5,000.00 100% 南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嘉陵支行

蓝光发展、成都金谷景观工程有
限公司、成都煜明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蓝
光和骏提供房产抵押担保（成房
权证监字第 4414564号）。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6 成都迪康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 6,000.00 6,000.00 91.41%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郫都支行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7 陕西基煜 蓝光发展 1,292.73 1,292.73 98% 重庆市金科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8 晋宁滇池
蓝光发展、 云南骏苑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云南骏
苑”）

80,000.00 63,104.00 23.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蓝 光 发 展 按 照 债 务 总 额 的
78.88%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云南
骏苑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9 泉州蓝顺

蓝光发展、泉州蓝顺、福州蓝
光炀均置业有限公司（简称
“福州炀均”）、福州蓝光炀玖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福州炀玖”）

45,000.00 45,000.00 8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泉州分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泉州蓝顺提供土地使用权抵
押担保（闽（2019）南安市不动产
权第 1100151 号）；福州炀均、福
州炀玖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
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

合计 186,242.73 169,346.73 - - - -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9 年 4 月 8 日召开的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预计 2019 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 785 亿元，有效期自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19 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15,000 185,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891,000 1,585,578 1,305,422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4,759,000 2,163,851 2,595,149

合计 7,850,000 3,764,428 4,085,572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订担保合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

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额度全部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持股比例
（包括直接及间

接）
主要财务指标

成都武侯蓝光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成都市武侯区永盛南街 8
号 5幢附 30号 刘家骥 2,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100%

截止 2019年 9月 30日，总资产 364,566.45万元，总负债
361,674.18万元，净资产 2,892.26万元；2019年 1-9月，营业
收入 442.24万元，净利润 -380.96万元。

南京和骏升置业
有限公司

南京市浦口区桥林街道
兰花路 19号江苏可成科
技园 9幢 1层 101室

徐宇东 20,816 房地产开发。 100%
截止 2019年 9月 30日，总资产 8,000.81万元，总负债
8,001.97万元，净资产 -1.16万元；2019年 1-9月，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1.07万元。

惠州蓝光和骏置
业有限公司

惠州市江北文昌一路 11
号铂金府华贸大厦 3号
楼 1单元 39层 04号

张学贵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室内外装饰工程；
房地产建筑工程；房屋租赁及销售服务；物业管理服务；园
林绿化工程。

100%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490,891.79 万元， 总负债
428,826.29 万元，净资产 62,065.51 万元。 2019 年 1-9 月,营
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1,462.27万元。

深圳市炀玖商贸
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
海珠社区海德一道 88号
中洲控股金融中心 B栋
33K

房树华 500
在网上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网上销售建筑材
料、五金产品、金属材料、装饰材料；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

100%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10,501.65 万元， 总负债
110,500.48万元，净资产 1.17万元。 2019年 1-9月,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 -0.17万元。

四川蓝光生态环
境产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成华区杉板桥南
路 340号附 201 程耀贵 100,000

生态保护、环境治理；土地整理；园林绿化养护、苗木培育、
种植（限分支机构）及销售、经营；景观工程设计、施工；建
筑装饰装修材料、家具、家电销售；工程项目管理。 室内、
室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及施工；钢结构工程设计及施
工；建筑幕墙工程设计及施工；机电设备安装工程设计及
施工；城市照明工程设计及施工；工程勘察设计；园林绿化
工程设计、施工；桥梁工程设计、施工；水电安装工程施工；
工程技术咨询。

100%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256,225.35 万元， 总负债
203,235.24万元， 净资产 52,990.11 万元；2019 年 1-9 月，营
业收入 88,122.24万元，净利润 9,752.19万元。

成都迪康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西区）迪康
大道一号 任东川 12,000

研发药品；生产：颗粒剂、片剂、硬胶囊剂、溶液剂（外用）、
合剂、酊剂（含外用）、煎膏剂、糖浆剂、口服溶液剂、鼻用制
剂（滴鼻剂）、搽剂、耳用制剂（滴耳剂）、栓剂、软膏剂（含中
药前处理提取）、原料药；研发医疗器械；生产医疗器械（取
得相关行政许可后方可经营）；生物制品、生物材料、医用
高分子材料、医用敷料、医疗包装制品、保健用品（不含食
品）、消毒用品、日化用品（不含危险品）、化工用品（不含危
险品）的研发、生产、加工、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销
售（不含粮、棉、油、生丝、蚕茧等国家专项规定的项目）；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市场营销策划；租赁服务（国家有专项规
定的除外）；技术咨询、转让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

91.41%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89,051.90 万元， 总负债
47,333.45万元，净资产 41,718.45 万元；2019 年 1-9 月，营业
收入 69,353.29万元，净利润 6,873.77万元。

陕西基煜实业有
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西
泉办坡底村杜家组 董其武 1,000 农副产品的加工、销售；市政、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酒店管

理；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 98%
截止 2019年 9月 30日，总资产 254,332.13万元，总负债
201,688.20万元，净资产 52,643.93万元；2019年 1-9月，营
业收入 112,387.38万元，净利润 22,560.75万元。

晋宁滇池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县晋
城镇三合安置房南区 5
幢 3楼 3-1号

李剑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商品房销售；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房屋及
场地租赁；物业管理及停车服务。 23.1%

截止 2019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12,364.18 万元， 总负债
369.90 万元，净资产 111,994.28 万元； 2019 年 1-9 月，营业
收入 0万元，净利润 -53.09万元。

泉州蓝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美
林街道（万家美）2幢 1楼 李龙武 22,3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80%

截止 2019年 9月 30日，总资产 870.19万元，总负债 870.92
万元，净资产 -0.73万元；2019年 1-9月，营业收入 0万元，
净利润 -0.73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2 月 29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5,453,836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46.07%；其中，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207,960 万元，占公司 2018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30.47%。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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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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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于 2020 年 3 月 16 日以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监事蔡福英女士主持，全
体监事参与表决。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和《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协商推举蔡福英女士为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主席。

监事会主席的职责，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和相关制度
的规定确定。

经表决，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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