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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陈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先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先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

元

）

10,995,887,423.35 11,667,845,186.30 -5.7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2,085,798,371.28 2,151,482,467.52 -3.05%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

元

）

672,083,613.81 -59.52% 2,259,055,189.05 -5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18,516,821.76 -183.55% 25,482,633.97 -9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44,157,168.16 -201.54% -178,741,907.03 -143.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 -- 1,287,313,317.95 263.90%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98 -183.59% 0.0150 -93.7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698 -183.59% 0.0150 -93.7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52% -12.61% 1.20% -20.2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

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

-641,051.32

企业取得子公司

、

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取得

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

益

70,486,755.72

主要系收购德国巴登巴登医院

评估增值所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34,378,836.60

主要系收到深圳华联发展投资

有限公司支付的土地补偿款所

致

合计

204,224,541.0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

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

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1,16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

（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略 境内自然人

34.36% 583,454,556 581,340,196

冻结

583,454,556

STYLE-

SUCCESS

LIMITED

境外法人

5.47% 92,970,910

华联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18% 87,935,921

何飞燕 境内自然人

3.23% 54,800,458 54,800,458

冻结

54,800,458

九泰基金

－

交通

银行

－

九泰慧通

定增

2

号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50% 42,479,672 42,479,672

富冠投资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37% 23,235,313

青海合一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9% 13,357,084

质押

13,357,000

黄怀岸 境内自然人

0.72% 12,288,800

李观萍 境内自然人

0.49% 8,236,700

郑强辉 境内自然人

0.35% 6,000,026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STYLE-SUCCESS LIMITED 92,970,91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92,970,910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7,935,921

人民币普通股

87,935,921

富冠投资有限公司

23,235,313

境内上市外资

股

23,235,313

青海合一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357,084

人民币普通股

13,357,084

黄怀岸

12,28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2,288,800

李观萍

8,236,7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6,700

郑强辉

6,000,026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26

陈成

6,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0,000

江西康富置业有限公司

5,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700,000

陈立红

4,775,760

境内上市外资

股

4,775,76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陈略先生及股东何飞燕女士为一致行动人

；

股东

“

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

及

股东

“

富冠投资有限公司

”，

其控股股东是

“

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

其他股东不知其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本报告期

/

期末余额

上年同期

/

期初余

额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应收票据

447,177,239.41 288,201,562.88 55.16%

主要为公司票据收款增加

固定资产

327,340,997.07 174,537,150.56 87.55%

主要是合并德国巴登巴登医院所致

在建工程

437,000.00 4,968,590.96 -91.20%

主要是海外设备安装完毕所致

其他应付款

1,395,803,754.30 537,070,684.98 159.89%

主要是短期资金拆借增加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192,851,267.22 820,422,471.45 45.39%

主要是借款在未来一年到期所致

长期借款

150,000,000.00 843,092,471.02 -82.21%

主要是长期借款在未来一年到期所

致

递延所得税负债

51,894,878.61 26,088,961.71 98.92%

主要是合并德国巴登巴登医院所致

营业收入

2,259,055,189.05 4,685,207,526.32 -51.78%

主要为国家信贷收紧

，

资金紧张导致

公司经营收缩

、

项目进展缓慢

营业成本

1,970,673,537.82 3,657,257,165.36 -46.12%

营业收入减少所致

财务费用

400,405,629.14 132,272,854.08 202.71%

长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7,699,247.03 81,101,852.86 -90.51%

利润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87,313,317.95 -785,444,322.16 263.90%

主要是本期回款较好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351,491,732.24 -606,720,595.95 42.07%

主要是投资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24,770,406.23 1,616,558,862.59 -188.14%

主要是本期借款减少

，

归还借款较多

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

项。

四、对2018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九、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法定代表人：陈略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 神州B� � � �公告编号：2018-138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8年

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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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会议现场召开时间：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下午2:30。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5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4日15:00�至 2018年11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18�年11月8日。截至2018年11月8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其中，B股股东应在2018年11月5日（即 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

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涉及

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需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且该股东不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3号神州长城大厦一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会议事项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选举陈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选举李尔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选举梁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4选举何艳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5选举彭立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6选举梁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1选举牛红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选举江崇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3选举于海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1选举吴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2选举庞蔼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二）披露情况

以上议案分别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及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

详见2018年10月31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特别强调事项

（1）会议第 1-3�项议案均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

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股东既可以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 1�位候选董事、监事，也可以分散投票选举数位候选董

事、监事；董事、监事的选举结果按得票多少依次确定。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选举应分别进行。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

职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2）公司将就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1）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或者过去十二个月内曾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2） 单独或者与其一致行动人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

票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

，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

6

人

1.01

选举陈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李尔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梁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何艳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彭立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梁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

3

人

2.01

选举牛红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2

选举江崇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2.03

选举于海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

2

人

3.01

选举吴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3.02

选举庞蔼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本次股东大会1-3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制，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乘以本次股东大会应选举

董事（监事）人数之积，即为该股东本次表决累积表决票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

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具体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6

的乘积。

②选举独立董事：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 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3的

乘积。

③选举股东代表监事：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2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

与2的乘积。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以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不受理电话登记。

1、法人股东或社会机构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必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受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必须持出席人

的身份证、委托股东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3、上述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于2018年11月13日前将登记资料复印件传真或邮寄至登记地点。

4、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二）登记时间：2018年11月13日（上午9:00－11:30；下午 13:30-17:00）。

（三）登记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3号神州长城大厦四楼证券部。

邮编：100176� � � � �传真：010-89045856

（四）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需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参会。

（五）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2018年11月13日上午12点以前，将发言提纲提交至公司证券部。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

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其他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于股权登记日后3日内发布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3号神州长城大厦四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100176

联系人：杨春玲

联系电话：010-89045855

联系传真：010-89045856

3、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4、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5、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

按当日通知进行。

6、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下格式自制均有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2、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018” 。

2、投票简称为：“神州投票” 。

3、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上市公司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

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

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投票时间：2018年11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11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8年11月15

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2016年修

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

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自委托人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止。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股东大会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

票

累积投票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

，

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

股

）

1.01

选举陈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

选举李尔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

选举梁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

选举何艳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

选举彭立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

选举梁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

股

）

2.01

选举牛红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

选举江崇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

选举于海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同意票数

（

股

）

3.01

选举吴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02

选举庞蔼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说明：

1、请用正楷填上您的全名（中文或英文名，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

2、请填上持股数，如未填上数目，则本授权委托书将被视为您登记的所有股份均做出授权。

3、如委托人对议案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应当注明是否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5、本次股东大会1-3议案均采用累积投票制，累积表决票数即每位股东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乘以本次股东大会应选

举董事（监事）人数之积，即为该股东本次表决累积表决票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

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具体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6

的乘积。

②选举独立董事：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与3的乘

积。

③选举股东代表监事：

可表决的股份总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票数平均分配给2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在上述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持有的股数

与2的乘积。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 神州B� � � � �公告编号：2018-133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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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略先生和公司5%

以上股东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以及征询有关各方意见，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陈略先生、李尔龙先生、梁荣先生、何艳君

女士、彭立志先生、梁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同意提名牛红军先生、江崇光先生、于海纯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牛红军先生、江崇光先生、于海纯先生均已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能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会董

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将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董事职责。公司向第七届

董事会各位董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陈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4月出生，武汉大学会计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本科，高级工

程师。2001年10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4月至今，任神州长城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

年9月至今，任中国工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10月至2017年7月，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7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长。

陈略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583,454,556股，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陈略先生因为公司2070万元借款提供担保，被成都市中级人员

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陈略先生因为公司债务未偿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影响其正常履职，不会造成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因其本身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2、李尔龙，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9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建筑材料工业学院，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

任国家建材工业石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助理，中非人工晶体研究院研发中心研究员。2005年3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年11月至今，任北京神州长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经理；2014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2015年9月至今，任中国工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7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8月

至今，任神州长城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11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建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12月至今，

任神州长城发展（横琴）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7年9月至今，任神州长城西南

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神州长城西南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神州长城西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2月至今任神州长城河北雄安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李尔龙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19,1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3、梁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12月出生，汕头大学土木建筑工程专业，南开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

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珠海市新洲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日本清水建设株式会社工料测量员，深圳长城家俱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3年4月至2016年6月，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14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11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澳门）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神州长城文化旅游开发（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3月至今，任神州益兴建设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和神州益兴地产发展（香港）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老挝）有限公司法人；2017年7月至今，任

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2017年8月至今,任神州长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9月至今,任昆明神州森工林业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神州长城（香港）置业有限公司董事，Alor� Vista� Development� Sdn� Bhd（槟城大山脚项目公司）董事长、董事；

2017年10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光霞(武汉)医疗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 11月至今，任SGW� Ventures� Sdn� Bhd（马来西亚管

理公司）董事；2017年12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健康管理(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潍坊神州长城健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2018� 年

1�月至今，任Cenang� Resort� Sdn� Bhd（珍南公司）董事，神州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3月至今，任仁怀市神州长

城酒文化博览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8年8月至今，任奥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潍坊神州长城医养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董事；2018�年 9�月至今，任潍坊滨海神州滨城医院有限公司董事。

梁荣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01,3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4、何艳君，女，中国香港居民，1978年5月出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03年7月至2009年8月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书

记员处工作；2009年8月至 2011年2月，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法务秘书及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经理助理；

2015年4月至今任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

何艳君女士持有公司股票28,000股，任职于公司5%以上股东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5%以上股东华联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5、彭立志，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国家公路工程一级建造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1990年至2002年任职于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第二工程处，2003年至2006年任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06

年至2016年5月，任中交路桥华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6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2017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彭立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6、梁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年4月出生，毕业于鞍钢工学院，工程师。曾任职于鞍钢设计研究院、烟台

辽海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沿海绿色家园（鞍山）有限公司、沿海绿色家园华中区域公司等公司。2008年5月至2009年7月任天

津海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2009年7月至2011年8月任中冶时代置业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2011年9月至2012年4月

任湖北百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2年4月至2014年8月任南阳非凡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8月至2016年3月任中

信国安投资（上海）公司总经理助理，2016年4月至今，任公司房地产开发部副总经理。

梁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牛红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1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澳洲注册会计师，石家庄铁道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学士学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学位，2008年起任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

硕士生导师，从事专业会计教学及研究；2009年起获委任为中国商务部财务顾问，2015年1月起任经纬纺机独立董事。

牛红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2、江崇光，男，197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曾任海尔集团高级管理岗

位、新加坡CKSP集团执行董事、中国养老国际健康联盟副主席；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MBA�导师、中国社科院健康中国战

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保险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保险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亚洲金融协会金融科技专委会副主任；诺贝

尔奖得主交流协会医学峰会专家委员、以色列国会高科技委员会中国金融顾问、常青藤资本高级经济学家；德展大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崇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3、于海纯，男，196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副团职教官，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

长。2013年3月至2018年9月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2018年9月至今， 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

授、保险产业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于海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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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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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监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

代表监事2名，职工代表监事1名。公司监事会同意提名吴晓明先生和庞蔼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上述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上述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上述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计算。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中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将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履行监事职 责。公司向第七届监事会各位监事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地感谢。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介

1、吴晓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11月出生，毕业于广东商学院（现名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学专

业，法学学士。曾就职于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海珠分局（现广州市海珠区质量技术监督局），2008年12月至今，任神州长城

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法务部经理。2014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吴晓明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2、庞蔼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5月出生，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现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本科，浙

江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曾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5年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华东区总经理。

庞蔼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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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产生第八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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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18年10月29日上午在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职

工代表30人，实到职工代表30人，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经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认真审议，推选秦远新先生出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相关人员简历见附件），依照

《公司章程》的规定，享有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秦远新先生将与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第八届监事会，任期至第八届监

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

选举秦远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赞成3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介

秦远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12月出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学士

学位。曾任桐城市四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生产经理，1996年3月至2004年12月，任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生产经理、项目经理，2005年3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安检部经理、工程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公司副总经理兼结算中心主管领导。2005年3月至今，任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SPV管理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秦远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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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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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0月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

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于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关于

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规定和要求，对公司财务报表格式进行修订。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将对公司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列示产生影响，不会对当期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

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变更情况如：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与变更日期

1、变更原因

为解决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实际问题，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财政部于

2018年6月1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对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进行了修订。根据上述会计准则的修订要求，公司需对会计政策相关内容进行相应变更，按照该文件规定的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适用于尚未执行新金融准则和新收入准则的企业）编制公司的财务报表。

2、变更日期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自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

（二）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

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公司执行财政部2018年6月15日发布的 《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

[2018]15号）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公司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基

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2018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号）的要求，公司调整以下财务报表

的列报，并对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相应进行调整：

1、原“应收票据”和“应收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收票据及应收账款”项目；

2、原“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和“其他应收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收款”项目；

3、原“固定资产清理”和“固定资产”项目合并计入“固定资产”项目；

4、“工程物资”项目归并至“在建工程”项目；

5、原“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项目合并计入新增的“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项目；

6、原“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和“其他应付款”项目合并计入“其他应付款”项目；

7、“专项应付款”项目归并至“长期应付款”项目；

8、新增“研发费用”项目，原计入“管理费用”项目的研发费用单独列示为“研发费用”项目；

9、在“财务费用”项目下列示“利息费用” 和“利息收入” 明细项目。除上述项目变动影响外，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涉及

对公司以前年度的追溯调整。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不会对当期和会计政策变更之前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

产生任何影响。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公司2018年10月29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

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国家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执行新的会

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本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独立董事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经审查，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根据国家会计政策变更的要求对财务报表格式进行相应变更，符合相关规定。本次

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变更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无重大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七、备查文件

1、第七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七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018、200018� � � �证券简称：神州长城、神州B� � � �公告编号：2018-131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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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9日，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9人。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管人

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经公司控股股

东、 实际控制人陈略先生和公司5%以上股东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提名以及征询有关各方意见， 公司董事会拟提名陈略先

生、李尔龙先生、梁荣先生、何艳君女士、彭立志先生、梁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简历见附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 提名陈略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 提名李尔龙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 提名梁荣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 提名何艳君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 提名彭立志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 提名梁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名单尚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需选举产生新一届董事会。经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陈略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牛红军先生、江崇光先生、于海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见附件。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提名牛红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提名江崇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提名于海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及独立性须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董事

职务。

3、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36）。

4、审计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情况请查阅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5、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定于2018年11月15日（星期四）在公司会议室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2018年11月8日。详细

情况请查阅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18-138)。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陈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4月出生，武汉大学会计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清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本科，高级工程

师。2001年10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4月至今，任神州长城投资（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5年

9月至今，任中国工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5年10月至2017年7月，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7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陈略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票583,454,556股，与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其他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陈略先生因为公司2070万元贷款提供担保，被成都市中级人员

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陈略先生因为公司债务未偿还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影响其正常履职，不会造成损害公司利益的情

形；因其本身不是失信责任主体，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2、李尔龙，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9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建筑材料工业学院，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

任国家建材工业石材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主任助理，中非人工晶体研究院研发中心研究员。2005年3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

际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年11月至今，任北京神州长城装饰设计有限公司经理；2014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

公司董事；2015年9月至今，任中国工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7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8月

至今，任神州长城西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年11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建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12月至今，

任神州长城发展（横琴）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17年9月至今，任神州长城西南

工程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神州长城西南商贸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神州长城西南科技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2018年2月至今任神州长城河北雄安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李尔龙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19,1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3、梁荣，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12月出生，汕头大学土木建筑工程专业，南开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

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曾任珠海市新洲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助理工程师，日本清水建设株式会社工料测量员，深圳长城家俱装饰

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03年4月至2016年6月，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2014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11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澳门）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10月至2017年6月，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2015年12月至今，任神州长城文化旅游开发（北京）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3月至今，任神州益兴建设工程（香港）有限

公司董事和神州益兴地产发展（香港）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老挝）有限公司法人；2017年7月至今，任

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2017年8月至今,任神州长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9月至今,任昆明神州森工林业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董事长，神州长城（香港）置业有限公司董事，Alor� Vista� Development� Sdn� Bhd（槟城大山脚项目公司）董事长、董事；

2017年10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光霞(武汉)医疗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2017年11月至今，任SGW� Ventures� Sdn� Bhd（马来西亚管

理公司）董事；2017年12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健康管理(江苏)有限公司董事长、潍坊神州长城健康发展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1

月至今，任Cenang� Resort� Sdn� Bhd（珍南公司）董事，神州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3月至今，任仁怀市神州长城

酒文化博览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8年8月至今，任奥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潍坊神州长城医养健康产业有限公司董

事；2018年9月至今，任潍坊滨海神州滨城医院有限公司董事。

梁荣先生持有公司股票801,3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4、何艳君，女，中国香港居民，1978年5月出生，西南政法大学法学专业。2003年7月至2009年8月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书

记员处工作；2009年8月至 2011年2月， 任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法务秘书及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经理助理；

2015年4月至今任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经理。

何艳君女士持有公司股票28,000股，任职于公司5%以上股东华联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5%以上股东华联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有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其他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

间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5、彭立志，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9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国家公路工程一级建造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1990年至2002年任职于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第二工程处，2003年至2006年任中交路桥华南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06

年至2016年5月，任中交路桥华北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6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2017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彭立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6、梁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年4月出生，毕业于鞍钢工学院，工程师。曾任职于鞍钢设计研究院、烟台辽

海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沿海绿色家园（鞍山）有限公司、沿海绿色家园华中区域公司等公司。2008年5月至2009年7月任天津

海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2009年7月至2011年8月任中冶时代置业有限公司项目总经理，2011年9月至2012年4月任

湖北百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2012年4月至2014年8月任南阳非凡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8月至2016年3月任中信

国安投资（上海）公司总经理助理，2016年4月至今，任公司房地产开发部副总经理。

梁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牛红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11月生，中国注册会计师、澳洲注册会计师，石家庄铁道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学士学位、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硕士学位、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管理学博士学位，2008年起任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硕

士生导师，从事专业会计教学及研究；2009年起获委任为中国商务部财务顾问，2015年1月起任经纬纺机独立董事。

牛红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2、江崇光，男，1975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博士后；曾任海尔集团高级管理岗

位、新加坡CKSP集团执行董事、中国养老国际健康联盟副主席；现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MBA导师、中国社科院健康中国战

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保险学会副秘书长、中国保险创新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亚洲金融协会金融科技专委会副主任；诺贝

尔奖得主交流协会医学峰会专家委员、以色列国会高科技委员会中国金融顾问、常青藤资本高级经济学家；德展大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江崇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3、于海纯，男，1963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学博士学位。曾任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副团职教官，辽宁法大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

长。2013年3月至2018年9月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2018年9月至今， 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

授、保险产业政策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

于海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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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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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0月29日，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了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会议通知已于10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方献忠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与会监事经过认真审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

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因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经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略先生提名并征询有关各方意见，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拟提名吴晓明先生和庞蔼生先生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提名吴晓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提名庞蔼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秦远新先生一起

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和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根据有关规定，为了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本届监

事会的现有监事在新一届监事会产生之前，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直至新一届监事会产生之日，方为任期届满。

二、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 合理变更，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报

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附件：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及职工代表简介

一、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1、吴晓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11月出生，毕业于广东商学院（现名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法学专业，

法学学士。曾就职于广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海珠分局（现广州市海珠区质量技术监督局），2008年12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

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法务部经理。2014年6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吴晓明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2、庞蔼生，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5月出生，广东职业技术师范学院（现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本科，浙

江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曾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2015年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华东区总经理。

庞蔼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职工代表监事简介

1、秦远新，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4年12月出生，高级工程师，毕业于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学士

学位。曾任桐城市四星建筑安装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技术负责人、生产经理，1996年3月至2004年12月，任安徽省第一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生产经理、项目经理，2005年3月至今，任神州长城国际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安检部经理、工程管理中心副总经理、

公司副总经理兼结算中心主管领导。2005年3月至今，任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SPV管理中心常务副总经理。

秦远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公司章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神州长城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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