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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三月三」派發億元消費券
【香港商報訊】記者徐玉瑩報道：記者從媒體吹風會
上獲悉，2020 年 「壯美廣西‧三月三暖心生活節」將於
今日舉行。直至 5 月 26 日，全區各級財政籌措超億元發
放消費券，通過聯合阿里巴巴整合在線平台資源，聯動
全區 4000 多家限額規模以上商旅文企業、30 萬家在線
線下門店，開展系列主題促銷活動，力爭帶動在線線下
廣西商家銷售突破 150 億元以上，加快恢復消費市場。
廣西壯族自治區商務廳黨組成員、副廳長粟堅在會上
稱，生活節以 「暖心 暖市 暖生活」為主線，將在全區
範圍內開展三大板塊共 10 場系列活動。3 月 26 日將啟動

開節直播儀式，通過三地聯機、網絡視頻直播的形
式，讓廣大群眾足不出戶就能共同感受廣西傳統民族
節日的喜慶氣氛。
其中， 「匯聚廣西‧桂品出鄉」板塊組織廣西 10 萬
家網店開展在線專場促銷活動，主推桂粉（螺螄粉、
桂林米粉等）、水果生鮮（沃柑、芒果、香蕉等）、
茶酒飲料等廣西名優特產。 「生態廣西‧助農節」專
場活動將於在線舉辦中國（廣西）貧困地區特色農產
品品牌推介洽談會，形成全網大促銷活動聚合。
據悉，本次活動是自治區政府與阿里巴巴連手推進

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消費回補的一次全方位合
作。活動聚焦助農增收、貧困地區農產品銷售和工
業品下鄉等，為廣西農產品、工業品、大宗商品批
量銷售搭建平台，通過在線引流，讓利促銷，拓展
生產企業傳統銷售服務數字化渠道。
與此同時，引進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金服集團，為
廣西小微企業和個人消費提供普惠金融服務。積極
推動阿里巴巴集團參與廣西數字經濟建設，推動數
字化技術、產品應用，為廣西發展數字經濟，壯大
數字產業打下基礎。

「蘇影保」10 億提振

江蘇影院即將復業
快速擔保機制，充分保障金融服務方案的落地時效。

【香港商報訊】記者杜林、宋璟報道：3 月 25 日，
針對受疫情影響的影院、發行企業、影視基地等對
象，在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電影局指導下，江蘇
省信用再擔保集團、南京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江蘇
「影十條」 相關要求，推出支持全省電影業抗疫專項
金融服務（ 「蘇影保」 ），專項額度達 10 億元。

最高 200 萬元紓困資金
據悉， 「蘇影保」服務對象為影院、發行企業、影管
公司、後期製作企業和影視基地、點播院線、鄉鎮影院
建設項目以及其他特定目標客群。
疫情期間（初定 6 月底前），南京銀行設立 「蘇影
保」專項額度 10 個億，給予單戶最高 200 萬元的紓困資
金，重點保障影院、發行企業、影管公司、影視基地的
復工復產、人員工資、租金等，期限一年。疫情過後，

對有後續新增融資需求的後期製作企業、鄉鎮影院
建設項目、點播院線等，根據實際情況配套更高額
度的融資支持。
據悉，對列入 「白名單」的電影企業，南京銀行
設計制定整體綜合金融服務方案，最低可至年化
4.05%；同時為 「蘇影保」項下企業開通直達總行的
綠色審批通道，最快一個工作日完成審批；江蘇省
信保集團提供優惠擔保費率，按照單筆貸款金額的
年化 0.5%收取擔保費，無任何反擔保要求；並建立

電影+金融 前景廣闊
「電影業是資本密集行業也是朝陽產業， 『電影+
金融』前景廣闊。振興江蘇電影迫切需要建構 『蘇影
貸』 『蘇影保』 『蘇影險』等電影金融生態服務體
系。」江蘇省電影局副局長王明珠說，在當下金融量
化寬鬆、流動性寬裕的窗口期，該省陸續推出江蘇
「影十條」、建資金池貼息、推出 「蘇影貸」等創新
舉措，為振興江蘇電影不斷探索努力。
24 日，江蘇省委宣傳部、江蘇省電影局聯合發布
《關於扎實做好全省影院復業工作的通知》，宣布全
省各地影院進入 「回歸倒計時」，並對員工、觀眾進
入影院作出明確要求：如觀眾入場嚴格實施 「蘇康
碼」或當地健康碼核驗、體溫測量；復業初期實行
「錯位隔排隔座」售票，影廳上座率控制在 40%以
下，保持觀眾之間 1 米以上距離；加大影片排映場間
隔，每場排片間隔不少於 20 分鐘，留足場間消毒時
間等。

黃山迎客推「爆款」
春回大地，山河無恙。據了解，安徽
黃山風景區自 2 月 21 日起恢復開放，3
月 18 日正式擴大開放。重啟後的黃山讓
遊客 「眼前一亮」 ：黃山旅遊發展股份
有限公司日前特別推出 「樂遊夢幻仙
山，惠享山巔美宿」 「賞奇山古村落美
景 享世界雙遺產特惠」 「勁足黃海仙
山 穿越千年古城」 等系列 「爆款產
品」 ，以提振旅遊市場重燃消費引擎，
為海內外遊客出行提供新選擇。
其中爆款產品一包含黃山風景區門票+
山頂酒店住宿，爆款產品二則包含 「黃
山+西遞+宏村」 景區聯票，爆款產品三
包含 「黃山+古徽州文化旅遊區」 景區聯
票。
吳敏 陳瑤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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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及部分资产被冻结并拟被司法
拍卖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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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原与相关方合资成立了并购基金上海丹升新材料科技中心（有限合伙）
（简称丹升合伙），近期因公司涉及诉讼，公司在丹升合伙的 1.5 亿元财产份
额拟被司法拍卖。现将相关情况进行披露。
一、本次资产被冻结并拟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2020 年 2 月 20 日，公司在丹阳市银润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简称：银润
小贷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的 3500 万元贷款到期，因资金困难未能
按时归还。银润小贷公司依据债权公证文书向丹阳市人民法院（简称：法院）
申请执行，要求公司归还 3500 万元贷款本金及相应利息（利息按一年期贷款
基准利率 4.35% 计算自 2020 年 1 月 14 日至债权实现之日）。2020 年 3 月 19 日，
法院下达“（2020）苏 1181 执 714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冻结公司在丹
升合伙中的 1.5 亿元财产份额，冻结期限 3 年。2020 年 3 月 23 日，法院下达“（2020）
苏 1181 执 714 号之一”《执行裁定书》，裁定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起通过司
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公司在丹升合伙中的 1.5 亿元财产份额，拍卖底价为
1.5 亿元。
截止 2020 年 2 月 29 日，公司母公司货币资金余额约 30 万元，合并报表货
币资金余额约 2.35 亿元，其中子公司通辽金煤化工有限公司约 2 亿元（其中有
银行信用证保证金 1 亿元为受限资金不可使用），主要用于其维持日常生产经
营。公司及子公司目前无其他逾期债务，未来半年内子公司江苏金聚合金材料
有限公司有 1000 万元银行贷款到期。公司生产销售正常，但由于受原油和乙
二醇价格下跌的影响，公司盈利能力下降，目前资金较为紧张。公司不存在资
金被其他方占用、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行为。
二、丹升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底成立了产业并购基金丹升合伙，璟升（上海）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 550 万元，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出资 1.5 亿元，其
余基金份额拟对外募集，基金规模为 3-5.5 亿元。2017 年 2 月 14 日，丹升合
伙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基金备案。上述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披露的《关于投资组建并购基金的公告》，以及 2017 年 2 月 16 日披
露的《关于投资组建并购基金进展情况的公告》。截止 2019 年三季度末，公
司持有的丹升合伙账面价值为 15,037.92 万元。截止目前丹升合伙尚未对外进
行基金份额募集，其对外投资项目为对内蒙古伊霖化工有限公司出资 1.3 亿元
（股权比例 23.42%）、对内蒙古伊霖巨鹏新能源有限公司出资 2500 万元（股
权比例 37.04%），内蒙古伊霖化工有限公司的 20 万吨 / 年合成气制乙二醇项
目建设仍处于停工期，内蒙古伊霖巨鹏新能源有限公司 10 万吨 / 年燃料乙醇

三大板塊
匯聚廣西‧桂品出鄉
本地生活‧惠在身邊
山水壯鄉‧暢遊廣西

10 場系列活動
廣西產‧全國銷、生態廣西‧助農節、桂品出鄉、美
食嘉年華、雲上購車、暖心歡樂購、三月三喜樂購、白衣
戰士免費遊、廣西人遊廣西、美景打卡、五一遊

四川專項貸款
助中小企融資
【香港商報訊】人民銀行成都分行副行長王永強日
前在四川省政府新聞發布會上介紹，目前，四川有 24
家法人銀行普惠金融考核達標，符合普惠金融定向降
準條件，可釋放長期可貸資金 193.4 億元，用於支持中
小企業和民營企業。
2 月 1 日，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牽頭出台了四川金融 11
條措施，通過再貸款再貼現、財政貼息、續貸展期等
支持企業融資。
其中，疫情防控專項再貸款政策主要支持全國重點
企業名單內的醫用物品和生活物資生產、運輸和銷售
企業，四川省納入全國重點企業名單的中小企業都可
享受這一政策。據介紹，銀行機構運用央行疫情防控
專項再貸款資金，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給予企業
貸款，貸款利率不超過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減 100 基點，財政按貸款利率的 50%貼息，企
業實際承擔的貸款利率不超過 1.6%。
付莉莉

山西深部煤層氣
開發技術大突破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利萍報道：日前，山西燃氣
集團位於榆社-武鄉區塊內的 WXN-U-06 對接井組
的預抽試驗獲得成功，日抽採量達到近 8000 立方米的
同時還保持着較高套壓，後續抽採量還在不斷提升。
由此，因技術領域取得的重大突破，山西打開了
深部煤層氣開發的新局面，為未來山西建設國家非
常規天然氣基地、實現煤成氣增儲上產提供強有力
保障。
山西燃氣集團藍燄煤層氣公司武鄉勘探開發項目部
經理王文平表示，此次 WXN-U-6H 井順利實現水平
井完井井深 2203 米，水平段長 830 米，該井組預抽實
驗的成功既是對該公司深部煤層氣開發體系的一種肯
定，同時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司將立足企業 「二
次轉型」和 「爭當全國能源革命排頭兵」的改革要
求，繼續加大技術創新力度，向技術要效益、向創新
要產量，不斷釋放技術紅利，加快技術變現，助力公
司在高質量發展的道路上行穩致遠，讓山西燃氣集團
真正成為山西轉型發展的新引擎。

遼港集團再添
外貿集裝箱航線

偉東集團為學子架設免費 「空中課堂」
【香港商報訊】記者齊薇然報道：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中小學生延遲開學，培訓機構也取消了各類線
下課程。位於山東青島的港企偉東集團在承受自身巨
大經營壓力的同時，仍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旗下偉東
雲教育集團立即着手架構 「空中課堂」教學平台，在
全國率先響應 「停課不停學」的號召，向各地教育
局、大中小學等教育機構免費提供在線課堂及優質教

活動內容

學資源，通過在家以 「直播+點播」的方式完成授
課，確保廣大學生在延期開學期間能夠繼續學習。
據介紹，該平台以各地學校教學資源為主體，按照
年級、學科體系進行組織，課程資源以直播和錄課為
主，全力保障教師在網上教、學生在網上學。另外，
平台還提供教學內容輸出、教師培訓、定製化系統等
增值服務。通過 「空中課堂」，學校師生跨越了彼此
間的物理距離，真正做到 「離校不離教、停課不停
學」。
記者了解到，偉東雲教育資源平台近期的訪問量迅
速攀升，在 2 月 17 日，平台系統迎來新的峰值，瀏覽
量最高時為平時的 10 倍以上。

據統計，截至 3 月 10 日，偉東雲教育 「空中課
堂」在疫情期間累計客戶諮詢共 7794 個，其中教育
部門 1773 個、學校 5498 所、機構 523 所，免費提供
方案 2507 個。因伺服器擴容、流量費支出、平台研
發及運維等產生的直接費用，累計超過 1000 萬元人
民幣。
偉東集團董事長王端瑞表示，無論是作為一家教
育企業，還是作為一個教育人，面對疫情都責無旁
貸，需要盡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位師生在疫情期間
的正常教學需求，肩負起教育企業的社會責任。病
毒無情人有情，偉東集團將全力以赴為堅決打贏疫
情防控阻擊戰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项目仍未开工。
为剥离部分非经营性资产，经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公司拟向
丹阳高新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丹阳高新区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或其指定的
第三方（以下简称：意向受让方）转让公司持有的丹升合伙全部财产份额，各
方签订了《关于资产出售的意向性协议》（以下简称：意向协议），详见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8 日披露的《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截止目前，该
资产转让尚未实施。
三、本次拍卖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目前尚无法确定丹升合伙财产份额的意向受让方是否参与本次司法
拍卖；如不参与拍卖，由于原意向协议并未对该资产另行转让做出限制，因此
本次拍卖不构成双方违约。
2、如本次司法拍卖成交，拍卖所得款项在扣除银润小贷公司贷款本息后的
余额将返还给公司。
3、本次拍卖设定底价为 1.5 亿元，由买受人通过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竞买，
将最大限度实现资产价值，保证公司利益不受损失。公司将根据拍卖结果及时
披露对公司报告期净利润产生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1、本次拍卖有可能产生流拍的风险，如最终流拍，公司将另行筹措资金归
还所涉债务，公司可能产生较大的资金压力。
2、本次拍卖将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开始，在此期间相关债务将持续计算利息。
3、拍卖最终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6 日

100% 股权（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
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盛虹石化将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本
次交易将构成重组上市。
2019 年 6 月 13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相关协议。
2019 年 9 月 29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本
次重组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
2019 年 12 月 7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重
组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了相关补充协议。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重组的正式方案及相关议案。
2020 年 1 月 3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并于 2020 年 1 月 4 日发布相关公告。
2020 年 1 月 20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 2020 年 1 月 21 日发布相关
公告。
2020 年 2 月 25 日，上市公司发布《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公告》
2020 年 3 月 11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中国证监
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并于 2020 年 3 月 12 日发布相关
公告。
二、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原因
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上市公司无法如期完成加审工作，2020 年 2 月 25 日发
布《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的
公告》，本次重组经审计的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至为 2020 年 3 月 31 日。
1、本公司经营主体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及江苏省丹阳市，重组标的斯
尔邦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受疫情影响及疫情防控工作的需要，各机构按照国
家部署，尽量减少人员聚集采用远程办公的方式，因此本公司及标的公司财务
结账流程受到影响，向各中介机构提供尽调资料的速度相比预期有所延迟。虽
然中介机构已尽早启动了加审工作，远程核查和办公未因此中断，但受到近期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快递、邮政、银行、交通等部分社会基础服务机构工
作受限，中介机构加审涉及的尽调工作未能如期完成。
2、近日，在各地区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下，公司及标的公司下属大部分企
业工作逐步恢复正常，各中介机构的相关工作在积极推进过程中。由于受到前
期疫情影响，工作进度仍然存在被延期的情况。
3、本次加审工作人员涉及江苏、安徽、山东、四川等多地人员，前期对于
人员离开当地，以及新到达地均有严格的审查及隔离要求，现场工作受限。目
前各机构工作人员在满足当地防疫要求情况下，开始逐步恢复现场工作，后续
将积极推进加审工作进程。
根据 2020 年 2 月《中国人民银行 财政部 银保监会 证监会 外汇局关于进
一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之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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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财务数据有效期
继续延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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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丹化科
技”）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石化”）、
连云港博虹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虹实业”）、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建信投资”）和中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银资产”）购买其合计持有的江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尔邦”）

【香港商報訊】記者王麗豔報道：達飛東南亞集裝
箱航線近日在大連港正式上線運營，成為遼寧港口集
團今年開通的首條外貿集裝箱航線，為大連口岸進出
口東南亞的貨物再添一條快捷通道。
達飛東南亞集裝箱航線出口貨物主要為糧食、化工
品、鋼材、化肥、機械設備等，進口貨物為熱帶水
果、咖啡、橡膠及其製品等；除大連港外，國內掛靠
港還包括天津、青島、蛇口等港口，境外掛靠港為越
南胡志明港。擔當該航線首航任務的 「克麗緹娜」貨
輪 3 月 20 日上午 10 時許抵靠大連港集裝箱碼頭 14 號泊
位，在完成裝箱作業後，計劃於當天傍晚前往下一掛
靠港。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響，遼港集團在做好疫
情防控、服務保障的同時，充分發揮整合優勢，加大
貨源、航線開發力度，全力以赴確保生產經營平穩有
序。在集裝箱業務方面，遼港集團目前已開闢了 「大
連-泉州」 「營口-廈門」 「盤錦-濱州」等多條內貿
航線，並先後開通今年首條外貿集裝箱班列和至俄羅
斯摩爾曼斯克中歐班列。隨着達飛東南亞集裝箱航線
的上線運營，遼港集團目前已累計開通至東南亞的外
貿集裝箱航線 14 條。
“（二十一）适当放宽资本市场相关业务办理时限。适当延长上市公司并购重
组行政许可财务资料有效期和重组预案披露后发布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时限。
如因受疫情影响确实不能按期更新财务资料或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司可在
充分披露疫情对本次重组的具体影响后，申请财务资料有效期延长或股东大会
通知时间延期 1 个月，最多可申请延期 3 次……”，据此，公司特申请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财务数据的有效期延长 1 个月，即有效期截止日由 2020
年 3 月 31 日申请延期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
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在申请本次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后，将在满足疫情防控
要求的情况下积极推动相关加审工作，后续将不再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
三、在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后的工作进展及后续工作安排
（一）申请财务数据延期后工作进展
1、在上次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之后，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积极进行函
证催收及二次发函程序，上市公司目前回函率达到 80%；
2、中介机构项目组人员对标的资产斯尔邦的现场审计工作目前已经在进行
中，履行与审计相关的抽凭工作，银行流水的打印和资金核查，财务数据分析
性复核，并进行相关访谈；
3、中介机构项目组人员远程办公，开展对上市公司审计工作，完成部分抽
凭工作，财务数据分析性复核，并进行电话访谈；
（二）本次申请财务数据延期后工作安排及时间估计
1、受疫情影响，上市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资产等的减值评估尚未完成，
与此相关的审计工作因此尚未开展。预计将于在收到上市公司的评估报告之日
起 10 天内，完成对上市公司长期股权投资、长期资产等的减值评估复核工作。
2、受疫情影响，部分往来、关联方、存货函证积压快递流水线后发生丢件，
我们于被函证客商近期复工后重新发函，但因其复工处理进度缓慢，至今仍有
关联方、存货函证未收回，预计尚需 15 天时间可以完成相关的函证工作，并
进行函证核对，差异复核工作。
四、本次申请财务数据有效期延期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影响
1、鉴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斯尔邦近三年营收情况稳定增长，会计基础较好。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动，故已披露的经审
计财务数据具有可延续性和可参考性。
2、标的资产在春节假日及抗疫期间一直处于连续生产中，生产活动未受到
重大影响。
3、本次疫情对本次重组更新财务资料的审计工作造成了一定影响。申请财
务资料有效期延长后，公司将竭尽全力与各中介机构落实相关工作，依规尽快
向中国证监会提交书面反馈意见回复，继续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相关工作。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丹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