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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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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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912.20 万元。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期间，公司新增借款 0 万元，归还借款 40,000 万元。 截

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向公司提供借款余额为 23,912.20 万元。
（二）提供担保情况：
在上述协议项下，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蓝光集团及其下属控股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余

额为 144,371.57 万元，较前次披露的担保余额无变化。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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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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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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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有公司股份

1,422,143,04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6.86%，本次质押 115,000,000 股后，蓝光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总数为 854,2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60.06%，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5%。

● 蓝光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杨铿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769,642,241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58.31%，本次质押 115,000,000 股后，蓝光集团及杨铿先生累计质押股份总数为 854,20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48.27%，占公司总股本的 28.15%。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接到控股股东蓝光集团通知， 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 的部分股
份进行了质押，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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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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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143,043 46.86% 739,200,000 854,200,000 60.06% 28.15% 0 0 0 0

杨铿 347,499,198 11.45% 0 0 - - 0 0 0 0
合计 1,769,642,241 58.31% 739,200,000 854,200,000 48.27% 28.15% 0 0 0 0

三、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蓝光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在

本次质押期内，若公司股价波动达到预警线时，蓝光集团将采取补充抵押物、追加保证金等措
施应对上述风险；若质押股份出现平仓风险，蓝光集团将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不会导致公司实
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上述交易出现的其他重大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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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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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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发展”）
无锡奥樾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奥樾”）
云南白药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药置业”）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和骏”）
四川蓝光生态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生态”）
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锦商贸”）
昆明蓝光滇池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滇池”）
昆明蓝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蓝光”）
云南蓝光和骏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蓝光”）
北京星华蓝光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华蓝光”）
成都金堂蓝光和骏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堂蓝光”）
泰州中蓝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州中蓝”）
南京彧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彧盛”）
成都浦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浦兴商贸”）
新乡市唐普锦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唐普”）
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迪康”）
陕西坤城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坤城锦”）
天津蓝光宝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宝珩”）
开平市敬军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敬军建筑”）
2、担保金额：447,866 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弘阳置地（集团）有限公司为下表中第 3 项担保向本公司承担 47%比例的连带责任保证反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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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光发展 无锡奥辉置业有限公司

（简称“无锡奥辉”）、无
锡奥樾

75,000 75,000
本公司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无锡奥辉提供股权质押担保；无锡奥樾提供土地使用
权抵押担保【苏（2020）江阴市不动产权第 0010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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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奥樾（共同

回购人） 75.01%

2 白药置业 蓝光发展 1,212 1,21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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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承担差额补足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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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光和骏
蓝光发展、 西安和骏置
业有限公司（简称“西安
和骏”）

25,000 25,000 100%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西安和骏提供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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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蓝光生态 蓝光发展 5,000 5,000 100% 蓝光生态 DR0166601 定向
融资计划合格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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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聚锦商贸 蓝光发展、聚锦商贸 75,000 75,000 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盐市口支行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聚锦商贸提供土地
使用权抵押担保【川（2020） 郫都区不动产权第
0006889 号、郫国用（2016）第 889 号、郫国用（2016）第
904号、郫国用（2016）第 9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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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光滇池 蓝光发展 1,094 1,09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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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承担差额补足义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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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蓝光 云南蓝光 1,000 1,000 100% 云南久中建筑劳务有限公
司 云南蓝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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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蓝光 白药置业 1,500 1,500 100% 昆明永益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白药置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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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星华蓝光

蓝光发展、 宝鸡锦灏源
置业有限公司、 宝鸡坤
锦置业有限公司、 宝鸡
烨坤置业有限公司、北
京和骏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17,000 17,000 100% 北方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宝鸡锦灏源置业有
限公司、宝鸡坤锦置业有限公司、宝鸡烨坤置业有限
公司提供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陕（2020）宝鸡市不动
产权第 0157644 号、0157645 号、0153765 号】； 北京和
骏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物业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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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金堂蓝光
蓝光发展、 泰州市乾行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简称“泰州乾行”）

49,400 49,400 100%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泰州乾行提供土地
使用权抵押担保【苏（2020） 泰州市不动产权第
0109715号、第 01097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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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泰州中蓝、南京
彧盛（共同回购

人）
蓝光发展、南京彧盛、泰
州中蓝 36,000 36,000 100% 紫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南京彧盛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 泰州中蓝提供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苏
（2020）姜堰不动产权第 00039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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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浦兴商贸

蓝光发展、 郑州市塘鑫
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郑
州塘鑫”）、 郑州市塬铭
置业有限公司（简称“郑
州塬铭”）

43,000 43,000 99.7%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郑州塘鑫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郑州塬铭后续追加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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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新乡唐普
蓝光发展、 茂名烁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
称“茂名烁城”）

23,100 23,100 51% 兴业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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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6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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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成都迪康 重庆迪康长江制药有限
公司（简称“重庆迪康”） 10,000 10,000 91.4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小天竺支行
重庆迪康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及工业厂房及土地
使用权抵押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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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陕西坤城锦 蓝光发展、西安和骏 30,000 30,000 66% 西安崇江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西安和骏提供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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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蓝光宝珩 蓝光发展、蓝光宝珩 100,000 51,160 51.1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分行

蓝光发展按照 51.16%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 蓝光宝珩提供在建工程及土地使用权抵押担保
【津（2019）武清区不动产权第 10783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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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敬军建筑 蓝光发展 3,400 3,400 - 信托公司 蓝光发展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及 2019
年第十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合计 496,706 447,866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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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00 110,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891,000 2,072,090 818,910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4,759,000 2,575,748 2,183,252

合计 7,850,000 4,737,837 3,11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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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

成都高新区（西区）西芯大
道 9号 迟峰 301,251.6035

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策划、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房地产投
资；房地产开发经营；土地整理；商业资产投资、经营；自有房
屋租赁；资产管理；物业管理；生物科技技术产品研究、开发、
生产（限分支机构在工业园区内经营）；技术咨询服务和技术
转让；技术及货物进出口业务；电子商务。

本公司 详见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

无锡奥樾置业有限公司 江阴市周庄镇西大街 152
号 任玉玲 2,000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一般项目：室内装饰装修；物业

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专业设计服务。 75.01% 新设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云南白药置业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云南
白药街 3686号 李剑 52,500 城市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机械设备

销售。 100% 总资产 482957，总负债 281060，净资产 201898；营业
收入 2112，净利润 1068。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
司

成都市武侯区一环路南三
段 22号 余驰 106,528.2773 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技术进出口，土地整理。 100% 总资产 23431042，总负债 20347541，净资产 3083501；

营业收入 3812402；净利润 376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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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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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植及销售；景观工程设计；室内、室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设计
及施工；城市照明工程及施工；园林绿化工程设计、施工等。

100% 总资产 70133，总负债 40308，净资产 29824；营业收入
0，净利润 -34。

成都聚锦商贸有限公司 成都市郫都区红光镇宋家
林 刘家骥 23,000 销售：日用百货，建筑机具；建筑、建辅装饰材料（不含危险化

学品）。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 总资产 598832，总负债 522761，净资产 76071；营业收
31，净利润 -4740。

昆明蓝光滇池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呈贡区斗南
街道小王家营 12幢 2301
室

李剑 19,610 房地产开发经营；文化旅游开发；酒店管理；房地产经纪业
务。 100% 总资产 1094908，总负债 890467，净资产 204442；营业

收入 71715，净利润 9668。

昆明蓝光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北京
路延长线恒业游泳馆 2号
楼 6楼 623室

李剑 10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100% 总资产 319756，总负债 145631，净资产 174125；营业
收入 285876，净利润 87145。

云南蓝光和骏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蓝光
昆仑中心商务办公楼 5层
502室

李剑 10,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业务。 100% 总资产 88044，总负债 71328，净资产 16716；营业收入
248，净利润 942。

北京星华蓝光置业有限公
司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地区太
平庄东里 42号楼 3层 312 寇元虎 85,000

房地产开发；专业承包；销售商品房、建筑材料、装饰材料；货
物进出口（国营贸易管理货物除外）、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
口。

100% 总资产 541121，总负债 436554，净资产 104567；营业
收入 4330，净利润 -1307。

成都金堂蓝光和骏置业有
限公司

成都市金堂县三中园区先
锋村 刘家骥 3,254 房地产投资、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100% 总资产 978340，总负债 830424，净资产 147915；营业

收入 46700，净利润 7432。
泰州中蓝置业有限公司 泰州市姜堰区罗塘街道花

园路 66号 莫也 10,000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100% 新设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南京彧盛置业有限公司 南京市江北新区浦六北路
216号 A1栋 1036室 徐宇东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管理咨询。 100% 总资产 4731，总负债 4731，净资产 0；营业收入 0，净

利润 0。
成都浦兴商贸有限责任公
司

成都市金牛区蜀汉路 89
号 1栋 1单元 2楼 208-1
号

王小英 10,000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料、装饰材料、构件、铁矿石；仓
储服务。 99.70% 总资产 384263，总负债 272047，净资产 112215；营业

收入 126673，净利润 326。

新乡市唐普锦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新乡市平原示范区原武镇
东街村东 800米 S311北
侧

朱金金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服务；房屋租赁；商业策划管
理；城市项目、城市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项目建设。 51% 总资产 191634，总负债 190797，净资产 836；营业收入

0，净利润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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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剂、酊
剂、煎膏剂、糖浆剂、口服溶液剂、鼻用制剂、搽剂、耳用制剂、
栓剂、软膏剂、原料药；研发医疗器械；生产医疗器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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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用品、日化用品、化工用品的研发、生产、加工、
销售；农副产品的收购、加工、销售；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市场
营销策划；租赁服务；技术咨询、转让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
口业务。

91.41% 总资产 132071，总负债 83629，净资产 48442；营业收
入 106926，净利润 13598。

陕西坤城锦置业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西新城
天雄西路与新咸户路交汇
处蓝光雍锦湾售楼部 2层
205室

董其武 5,000 一般项目：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66% 新设公司，暂无财务数据。

天津蓝光宝珩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天津市武清区下朱庄街天
湖路 172号 102室 -18（集
中办公区）

张世鸿 10,000 房地产开发。 51.16% 总资产 202411，总负债 193173，净资产 9238；营业收
入 0，净利润 -762。

开平市敬军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

开平市长沙区良园路 35
号天富豪庭(国泰康庭办
公楼)三层 319房

李乐强 200 建筑劳务分包。 - 总资产 1024，总负债 537万元，净资产 487万元；营业
收入 2012万元，净利润 181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5,874,944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305.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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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26,465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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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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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9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 51 号摩天石 3 号楼 101 室公

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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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3,48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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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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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赵冬梅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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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董事吴旭先生、麦勇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会主席邹淑媛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负责人巩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裁郝瑛女士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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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93,912 99.7656 10,600 0.0085 278,800 0.2259

2、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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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099,902 99.6895 104,610 0.0847 278,800 0.2258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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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38,912 99.8020 10,600 0.0085 233,800 0.1895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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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144,902 99.7259 104,610 0.0847 233,800 0.1894

5、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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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754,821 97.7903 2,494,691 2.0202 233,800 0.1895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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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624,502 99.3045 631,910 0.5117 226,900 0.1838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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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38,912 99.8020 10,600 0.0085 233,800 0.1895

8、议案名称：《关于参与竞拍昆汀科技股权及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竞买相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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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870,912 99.5040 612,400 0.4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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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7,627,293 96.3444 10,600 0.1338 278,800 3.5218

2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7,533,283 95.1569 104,610 1.3213 278,800 3.5218

3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
告》全文及摘要 7,672,293 96.9128 10,600 0.1338 233,800 2.9534

4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7,578,283 95.7253 104,610 1.3213 233,800 2.9534

5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5,188,202 65.5349 2,494,691 31.5117 233,800 2.9534

6 《公司关于计提商誉减
值准备的议案》 7,057,883 89.1519 631,910 7.9819 226,900 2.8662

7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 为公司 2020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672,293 96.9128 10,600 0.1338 233,800 2.9534

8

《关于参与竞拍昆汀科
技股权及授权公司董
事长办理竞买相关事
项的议案》

7,304,293 92.2644 612,400 7.735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共审议八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律师：阴春霞、郭文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关于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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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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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9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29 楼会议室（昆明市

民航路 869 号融城金阶广场 A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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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2,42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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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0.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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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杨涛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

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杜胜先生主持会议。本次大会符合《公司法》及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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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出席 2 人，董事长杨涛先生、独立董事张建新先生、独立董事娄爱东

女士、董事卫飚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杨明才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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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408,282 99.9978 14,000 0.0022 0 0

2、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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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408,282 99.9978 14,000 0.0022 0 0

3、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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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408,282 99.9978 14,000 0.0022 0 0

4、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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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408,282 99.9978 14,000 0.0022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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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408,282 99.9978 14,000 0.0022 0 0

6、议案名称：《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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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408,282 99.9978 14,000 0.0022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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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408,282 99.9978 14,000 0.0022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让西双版纳云城置业有限公司 90%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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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2,408,282 99.9978 14,000 0.002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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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257,707 99.3837 14,000 0.6163 0 0

2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会 2019 年度工作报
告》

2,257,707 99.3837 14,000 0.6163 0 0

3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2019年度述职报
告》

2,257,707 99.3837 14,000 0.6163 0 0

4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2,257,707 99.3837 14,000 0.6163 0 0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2,257,707 99.3837 14,000 0.6163 0 0

6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2,257,707 99.3837 14,000 0.6163 0 0

7

《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2,257,707 99.3837 14,000 0.6163 0 0

8
《关于公司转让西双版纳云
城置业有限公司 90%股权的
议案》

2,257,707 99.3837 14,000 0.6163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蒋路军律师、张翊兰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

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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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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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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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
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下称“《收购报告书摘要》”），现收购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针对《收购报告书摘要》的部分内容进行更正，具体如下：

在《收购报告书摘要》“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之“二、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股份
或处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处，将“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之日，收购人除收购外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收
购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更正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之日，除本次收购涉及事项外，收购人在未来 12� 个月内无继续增加或减少其在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股份的计划。 ”

除上述更正外，《收购报告书摘要》其他内容均保持不变。 收购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已按照规定编制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具体内容详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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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报告书摘要》的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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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 股每股现金红利 0.186 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5 － 2020/5/26 2020/5/2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 2020年 5月 12日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 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287,855,684 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8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797,541,157.22 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5 － 2020/5/26 2020/5/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除下述“自行发放对象”外，其它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

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
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巨星集团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 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
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6 元；对个人持股 1 年以内（含 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86 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
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
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内（含 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暂减按 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 年 1 月 23 日颁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
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 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
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股息 0.1674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即
“沪股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 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按 10%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674 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
申请。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税前每股 0.186 元，其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8-86168551、028-86168552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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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