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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在本次会议召开前，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勇先生、杨先明先生、和国忠先生的任职资格和

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8年11月16日14:30至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11月15日至2018年11月16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月16日9：30�

至11：30， 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11

月15日下午3：00至11月16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杨万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并主

持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由董事马策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401,430,8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986%。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01,201,

8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57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29,0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040,

8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7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2人，

代表股份10,811,8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6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人，代

表股份229,0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杨万华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201,887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0,811,814股。

杨万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2�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庆华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405,387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1,015,314股。

李庆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张燕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414,49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1,024,417股。

张燕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4�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马策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202,887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0,812,814股。

马策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5�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舒艺欣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404,592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1,014,519股。

舒艺欣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6�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中照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408,493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1,018,420股。

李中照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通过了《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勇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404,685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1,014,612股。

杨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独立董事候选人杨先明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202,386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0,812,313股。

杨先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3�独立董事候选人和国忠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202,587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0,812,514股。

和国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杨万华先生、李庆华女士、张燕女士、马策先生、舒艺欣女士、李中照先生、杨勇先生、杨先

明先生、和国忠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

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未低于公

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了《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的议案》

3.01�股东监事候选人沈军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203,885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0,813,812股。

沈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3.02�股东监事候选人余庭康先生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202,885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0,812,812股。

余庭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3.03�股东监事候选人杨继红女士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401,203,487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0,813,414股。

杨继红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沈军先生、余庭康先生、杨继红女士与经公司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杨成光

先生、王莎女士二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中不存在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王晓东、杨杰群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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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全文见2018年11月17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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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产生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日前收到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二届七次职

工代表大会关于换届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决议，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于2018年11月8日前以代表团设分会场形式召开了

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对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进行了选举，杨成光先生、王莎女

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1月17日

附件：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杨成光，男， 1969年11月生，学士，机械工程师。历任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一平浪盐矿

团总支副书记、劳动人事部副长（兼）、党群工作部部长、机关党支部书记、党总支副书记、党

总支书记、党委书记、纪委书记，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专职纪委副书记。现任云南省天然气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本公司监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

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王莎，女， 1973年9月生，学士，会计师。历任云南省铁路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云

南水工程集团股份公司财务部经理， 昆明市盘龙区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财审部外派财务总监，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外派财务总监，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

投资部分部经理。现任本公司战略投资部部长，本公司监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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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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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6日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事项的相关议案，并于2018年11月8日

前以代表团设分会场形式召开了二届七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已完成，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成员情况

非独立董事：杨万华先生、李庆华女士、张燕女士、马策先生、舒艺欣女士、李中照先生；

独立董事：杨勇先生、杨先明先生、和国忠先生。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

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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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其中杨勇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其中独立董事人数的比例未低于公

司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

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成员情况

股东监事：沈军先生、余庭康先生、杨继红女士；

职工代表监事：杨成光先生、王莎女士。

上述人员均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上市公司监事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尚未解除

的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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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人数符合《公司法》的规定，监事中不存在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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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于

2018年11月9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于2018年11月16日16∶30时在公司四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出席董事8人。杨万华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

议，委托李庆华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投票表决权。与会董事一致推选马策董事为本

次会议的主持人。公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

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选举杨万华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的议案》。

选举杨万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

选举杨万华先生、马策先生、李庆华女士、李中照先生、杨勇先生、杨先明先生、和国忠先

生为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由杨万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杨先明先生、舒艺欣女士、和国忠

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杨先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杨勇先生、马策先生、杨先明先

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杨勇先生担任主任委员；和国忠先生、杨万华先生、杨勇先生为提名

委员会委员，由和国忠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三、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马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

议案》。

同意聘任马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李政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政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五、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杨键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键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

六、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郭友金先生、李政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七、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张承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承明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常务副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

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2018年11月17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八、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同意聘任邹吉虎先生、刘益汉先生（简历见附件二）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九、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的议案》。

同意聘任王春进先生（简历见附件三）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纪检监察审计部部

长）。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提名王春进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纪检监察审计部

部长）发表了审核意见，详见2018年11月17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投票表决，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开招

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

2017年4月20日，公司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昆明盐矿提质

增效、智能化改造项目的议案》，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盐业有限公司开展了昆

明盐矿提质增效、 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的招标工作。

云南禹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在履行相关评审程序后，确认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

厂房施工中标人，中标金额为7456584.52元。

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持股比例为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公开招标

形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经董事会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

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关于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76） 详见2018年11月17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独立董事对上

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2018年11月17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7日

附件一：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马策，男，1961年4月生，工商管理硕士，政工师。历任红河州磷肥厂化验员、团委干事、车

间支部副书记、团委副书记、车间党支部书记、党办副主任、机关第二党支部书记、厂长办公室

主任、副厂长；云南红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富瑞化工有限

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现任本公

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与公司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李政良，男，1969年6月生，本科学历，会计师。历任昆明盐矿财务科副科长，云南省盐业总

公司昆明盐矿财务科科长，云南省盐业总公司昆明盐矿副总会计师，云南轻纺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主任，本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董事、总会计师。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2008年5月，李政良先生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电话:0871-63127429� 63126346

传真:0871-63126346

电子信箱:� 310944181@qq.com

杨键，男，1972年12月生，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历任中国水电顾问集团昆明勘测设计

院设计副总工程师，阿鸠田水电站工程副设计总工程师，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管理

部副经理，云南滇能泗南江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云南电投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省电力

投资有限公司工程技术管理部副经理（部门正职），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工程管理一部

经理，华能澜沧江公司基建部副经理（挂职），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总工办主任，云南省

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油气及能源装备事业部主要负责人、总经理，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能源服务事业部总经理，本公司董事，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

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

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

郭友金，男，1966年5月生，本科学历，工程师。历任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合成车间班长；云天

化厂劳动人事处副处长，硝胺车间主任；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硝胺车间主任，尿素车间主任，

企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云天化联合商务有

限公司董事。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张承明，男，1970年2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师。历任云南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

财务部三科副科长、会计科科长，嘉吉化肥(烟台)有限公司财务部 (Cargill� Crop� Nutrition)�高

级会计，江苏美盛农资有限公司（The� Mosaic� Company）云南会计经理，云南电投对外能源合

作开发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云南省电力投资有限公司计划经营部业务副主管，云南省能

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间接融资专员, �云南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云南能投天然气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现任本公

司财务总监。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附件二：邹吉虎先生、刘益汉先生简历

邹吉虎，男，1975年9月生，大专学历，物资管理经济师。历任公司昆明盐矿供应科副科长，

昆明分公司副经理，公司采供部副经理、战略发展部副经理、证券部副经理。现任公司证券法

务部部长、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监事，云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监事。2007

年9月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电话:0871-63151962

传真:0871-63126346

电子信箱:� 1310514617@qq.com

刘益汉，男， 1974年4月生，硕士，工程师，经济师。1995年7月至2002年9月，在中国水利水

电第八工程局工作，历任作业队技术员、队长、总调副主任、主任、项目副经理等职； 2005年4

月起在公司工作，历任战略研究员、证券事务主管；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07年9月获得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联系地址:�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276号

电话:0871-63126346

传真:0871-63126346

电子信箱:597541817@qq.com

附件三：王春进先生简历

王春进，男，1970年5月生，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公司昆明盐矿生产科副科长、办公室主

任，公司证券部经理、生产管理部主任、安全环境管理部主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生产管理部

主任，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公司首届、第二届职工监事；云南天冶化工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

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云南普阳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现任公司纪

委委员、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审计部部长。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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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7年4月20日，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2017年第三次临

时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实施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化改造项目

的议案》。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盐业有限公司开展了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

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的招标工作。本次招标于2018年10月

15日在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cn）、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招标公告，2018年11月6日投标截止时共收到5家投标

单位递交的投标文件。云南禹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在履行相关评审程序后，确认云南能投缘

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

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中标人，中标金额为7456584.52元。

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

子公司（持股比例为5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述公开招标

形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上述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2018年11月16日，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并授权管理层签署相关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关联董事杨万华、李庆华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本次关联交易在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安兴

注册资本： 3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4年09月20日

住所：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900号昆明颐高数码中心（一期）综合楼A座19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63897696T

经营范围：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

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园林古建筑工程专业承包贰级；机电安

装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钢结构工

程专业承包贰级；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石油化工工程施工总

承包叁级；输变电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专业承包叁

级；医疗投资；教育投资；通用航空投资；房地产投资；文化旅游投资；健康产业投资。（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18年10月31日， 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108341.43万元， 净资产

34380.23万元；2018年1-10月实现营业收入84119.3万元， 利润5145.44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

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

洁净厂房施工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五、（一）工程概况” 。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

工程一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采用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承建施工单位，云南能投缘

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为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

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中标人，中标金额为7456584.52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全称）：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

承包人（全称）：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品盐包

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

2.工程地点：安宁市连然镇昆明盐矿内。

3.资金来源：企业自筹。

4.工程内容：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等全部图纸内容，详见经审核的施工图纸

所包含内容和工程量清单。

群体工程应附《承包人承揽工程项目一览表》。

5.工程承包范围：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等全部图纸内容，详见经审核的施工

图纸所包含内容和工程量清单。

（二）合同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已开工报告时间为开工日期。

工期总日历天数：60天。 工期总日历天数与根据前述计划开竣工日期计算的工期天数不

一致的，以工期总日历天数为准。

（三）质量标准

工程质量符合

1、符合《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建筑技术规范》GB50687-2011要求；

2、符合GB� 51110-2015�洁净厂房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要求。

（四）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1.签约合同价为：

人民币（大写）柒佰肆拾伍万陆仟伍佰捌拾肆元伍角贰分(￥7456584.52元)；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综合单价合同。

（五）合同文件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合同专用条款及其附件；

2.中标通知书；

3.投标函及其附录；

4.合同通用条款；

5.技术标准和要求；

6.工程图纸；

7.已标价工程量清单或预算书；

8.其他合同文件。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组成部分。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

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专用合同条款及其附件须经合同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六）承诺

1.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并按照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

款。

2.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不进行

转包及违法分包，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一工程另行签

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

（七）补充协议

合同未尽事宜，合同当事人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合同的组成部分。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九）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拾陆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包人执捌份，承包人执捌份。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项目建设需要， 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

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单位，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为云南省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品盐包装系统工

程洁净厂房施工中标人，该公司资质优良，施工经验丰富，能够满足公司建设工程的施工需

要。公司公开招标择优选择建设工程施工单位，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也有利于实现控制工

程投资的目的。关联交易定价采取竞标价，不会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18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与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3224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

上市公司董事行为指引》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章制度有关规定赋

予独立董事的职责，基于独立判断立场，在对全资子公司云南盐业有限公司昆明盐矿提质增

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进

行了审慎审查后，发表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由公开招标导致，招标机构选择适当，招标程序严谨，招标结果公正，中标

价格合理，中标单位资质优良，施工经验丰富，能够满足工程施工需要。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

交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

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允的价格和条件，符合诚实信用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董事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综上，我们同意上述关联交易，并同意与云南能投缘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相关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

九、备查文件

1、中标通知书；

2、公司董事会2018年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4、拟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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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2018年第十次临时会议于2018年

11月9日以书面及邮件形式通知全体监事，于2018年11月16日17：30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五人，实出席监事五人。与会监事一致推选沈军先生为本次会议的主持人，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会议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提请选举沈军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选举沈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二、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对公开招标结果暨关联交易的决策

程序进行审核监督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云南盐业有限公司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昆明盐

矿提质增效、智能制造技术改造工程一食品盐包装系统工程洁净厂房施工单位，本次关联交

易由公开招标导致，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发

展需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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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8年11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行

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离任基金管理人总经理，新任

基金管理人副总经理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程文卫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2018-11-15

任职日期

2018-11-15

过往从业经历

程文卫先生，管理学博士，曾任南开大学军事教研室讲师，中国科技国

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投资经理、研究所所长，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

究所所长，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国开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中心总经理，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金融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常

务副总兼董秘，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信达新兴财富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副总经理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陶安虎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

任职日期

2018-11-15

过往从业经历

陶安虎先生，哲学硕士，曾任汤森路透北方区经理，长安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拟任总经理助理、市场副总监、华北营销中心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杨绍基

离任原因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离任日期

2018-11-15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转任本公司副董事长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 已经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2018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并将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和广东证监局备案。

中科沃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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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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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宁波市北仑区大碶璎珞河路17号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

有限公司B栋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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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79,32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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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75.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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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义平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记名投票表决。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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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董事邬碧峰、王继民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部分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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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9,321,497 100 0 0 0 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琪、董一平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继峰股份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继峰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继峰股份章程的规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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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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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继峰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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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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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9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股权的议案》，拟新设法兰泰克奥地利控股公司作为收购主体，

出资4,90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38,946.18万元，收购奥地利Ruth� Voith� Holding-Gesellschaft� m.

b.H. 和Ruth� Voith, � Beteiligungsgesellschaft� m.b.H. 两家公司100%股权， 最终实现对Voith–

Werke� Ing.� A.� Fritz� Voith� Gesellschaft� m.b.H� &� Co� KG� 100%控股（以下简称“本次并购项

目” ）。

2018年9月11日，本次并购项目的买卖双方签署《股份购买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

年9月13日披露的《收购股权公告》，公告编号2018-057。

2018年9月28日，公司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收购股权的议案》。

近期， 公司已经取得江苏省商务厅颁发的 《企业境外投资证书》（境外投资证第

N3200201800776号）；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市发改委关于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法兰泰克国际有限公司新设法兰泰克奥地利控股公司并通过其并购弗艾斯起重机有

限公司100%股权项目备案的通知》（苏发改外【2018】53号）。

公司已经完成了法兰泰克奥地利控股公司的设立， 该公司由法兰泰克国际有限公司出资

设立，将作为本次并购项目的直接收购方，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Eurocrane� Austria� Holding� GmbH（法兰泰克奥地利控股公司）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Rockhgasse� 6,� 4th� floor,� 1010� Vienna

注册资本：3.5万欧元

股权结构：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法兰泰克国际有限公司100%控股

根据《股权购买协议》的约定，本次并购项目将于2018年12月11日前交割，公司将按照收

购协议的约定，继续落实后续各项工作并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及时披露后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法兰泰克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1�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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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

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发来的《关于对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

注函【2018】第 387�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要求公司就《关注函》涉及事项做出书

面说明，并在2018年11月16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并对外披露。

公司在收到《关注函》后立即组织协调相关各方就《关注函》中的问题进行认真研究、核

查，对《关注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说明和回复。截至2018年11月16日，公司、股权出让方

（广东群兴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受让方（深圳星河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成都数字星河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九连环数据服务中心（有限合伙））均已完成《关注函》相关问题的回复、财务

顾问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已就《关注函》事项完成了核查并于2018年11月16日出具了书面

核查意见；因公司根据《关注函》要求聘请律师时间较短且律师需要对公司房产、土地是否存

在质押、员工人数是否超过26人等进行必要的核查程序，律师不能在2018年11月16日前出具

核查意见。经向深交所申请，公司将延期回复《关注函》，待律师核查意见出具后将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