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1158� � � �证券简称：重庆水务 公告编号：临2018-039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仲裁反请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重庆仲裁委员会已立案受理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本公司所属控股子公司九龙县汤古电力开发有限公司

系本案仲裁反请求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约1.01亿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案尚处于仲裁受理阶段，暂时无法判断对本

公司损益的影响

一、本次仲裁反请求申请的基本情况

九龙县汤古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龙公司” ）是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为九龙县日鲁库、中古、汤古等三个小型梯级水电站

项目（总装机规模4.4万千瓦）的项目法人。中国葛洲坝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葛洲坝五公司” ）为该项目的总承包单位，双方在履行已签订的《九龙县汤古、中古、日鲁

库水电站工程建设总承包合同》及《补充协议》的过程中，就工程质量、工期延误、工程结算

等问题发生争议。

2018年6月，九龙公司作为仲裁申请人已向重庆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裁决葛洲坝五

公司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给九龙公司造成的损失，详见公司于2018年6月23日披露的《重庆水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临2018-020）。2018年12月，葛洲坝

五公司就上述案件向重庆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反请求。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二、仲裁反请求主要事项

葛洲坝五公司向重庆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反请求：请求九龙公司支付尚欠的工程款、因

地质变化导致的工程增加费用及葛洲坝五公司垫付的林业罚款和永久征地费、律师费；请求

九龙公司赔偿停窝工等损失；九龙公司承担因本案产生的仲裁费、鉴定费、评估费等费用。仲

裁反请求所涉标的额共计约1.01亿元人民币。

三、本次公告的仲裁反请求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案尚处于仲裁受理阶段，暂无法判断对本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本公司将

根据仲裁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93� � �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8-080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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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事项背景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由于日常经营周转的需要，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 “海南银行” ）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 公司股东HSP�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以下简称“HSP” ）将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无偿为公

司上述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额度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事项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申请银行贷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2）。

2017年7月27日，HSP以其持有公司股份53,000,000股进行质押， 相关股权质押登记手续已

经办理完毕。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80）。

二、本次事项概述

公司于2018年12月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

自有资产进行抵押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产作为抵押担保物，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申请银行贷款的事项向海南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

供抵押担保。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本次抵押资产权属归公司所有，抵押资

产类别为工业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 经海口琼利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琼利估房字

[2018]第18299号评估报告，本次抵押金额以评估时点2018年11月6日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金

额为25,035.18万元。以上担保手续完成后，将解除公司股东HSP的股份质押。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相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押事项，符合本公司资金周转实际情况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693� � � �证券简称：双成药业 公告编号：2018-079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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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8年12月13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2018年12月14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5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成栋先生主持，会议

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押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以自有资产作为抵押担保物， 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申请银行

贷款的事项向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抵押担保。同

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本次抵押资产权属归公司所有，抵押资产类别为工业

土地使用权及房屋产权。经海口琼利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琼利估房字[2018]第18299号

评估报告，本次抵押金额以评估时点2018年11月6日的评估值为依据确定，金额为25,035.18万

元。以上担保手续完成后，将解除公司股东HSP的股份质押。

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以自有资产进行抵

押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65� � �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2018-77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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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21日披露了《2018年半年

度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半年报事后审核反馈意见：《2018� 年半年度报告》 第17页

“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中数据填报单位统计有误。现对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

告全文中相关内容调整为以“万元”为单位的数据，具体更正情况如下：

更正前：

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总额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报告期

末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项目进度

项目收

益情况

披露日期

（如有）

披露索引（如有）

年产3万吨牛

磺酸食品添加

剂项目

461,538,461 262,105,395.71

408,333,

929.26

95.00% 0

2018年07

月26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关于年产3万吨牛磺酸

食品添加剂项目取得食

品生产许可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49）

合计 461,538,461 262,105,395.71

408,333,

929.26

-- -- -- --

更正后：

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总额

本报告期投入

金额

截至报告期

末累计实际

投入金额

项目进度

项目收

益情况

披露日期

（如有）

披露索引（如有）

年产3万吨牛

磺酸食品添加

剂项目

46153.85 26210.54 40833.39 95.00% 0

2018年07

月26日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关于年产3万吨牛磺酸

食品添加剂项目取得食

品生产许可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49）

合计 46153.85 26210.54 40833.39 -- -- -- --

除上述更正外，《2018年半年度报告》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2018年半年度报告》于

2018年12月15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今后，公司将加强信息披露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避免类似问题出现。公司对

上述公告中出现的错误以及对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863� � � �证券简称：今飞凯达 公告编号：2018-099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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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通知情况

2018年11月28日，《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已

经披露。

三、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12月14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8�年12月14日上午 9：30一11：

30，下午 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18�年12月13日下午 15:00至 2018�年12月14日下午

15:00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金华市工业园区仙华南街800号会议室

（三）现场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葛炳灶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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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共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为261,317,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3977%。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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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90,767,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6619%。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70,550,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359％。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五）公司部分董事、监事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

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对下列事项进行了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结果

如下：

（一）通过了《关于开展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1,3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0股。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卢胜强、张俊认为：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今飞凯达轮毂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今飞凯达轮毂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证券代码：600031� � �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18-089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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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北清路8号三一产业园一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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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05,90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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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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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长梁稳根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到会，由董事黄建龙先生

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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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1人，董事梁稳根先生、唐修国先生、向文波先生、易小刚先生、

梁在中先生、苏子孟先生、唐涯女士、许定波先生、马光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翟宪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肖友良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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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3,420,962 96.1552 135,872,181 3.6663 6,611,022 0.1785

2、

议案名称：《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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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894,692 99.2571 501,000 0.0696 4,841,846 0.6733

3、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按揭与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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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9,450,635 99.5560 7,223,496 0.1949 9,230,034 0.2491

4、

议案名称：《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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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9,292,243 99.8215 900 0.0000 6,611,022 0.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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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

案》

810,530,444 85.0491 135,872,181 14.2571 6,611,022 0.6938

2

《关于在关联银行开展

存贷款及理财业务的议

案》

696,063,925 99.2382 501,000 0.0714 4,841,846 0.6904

4

《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946,401,725 99.3062 900 0.0000 6,611,022 0.693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均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审议表决通过。

2、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廖青云、徐樱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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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600031� � � �证券简称：三一重工 公告编号：2018-090

转债代码：110032� � � �转债简称：三一转债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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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2月14日,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

如下：

根据公司《201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6年股票期权与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2016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激

励对象共计21人因离职原因不再具备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股东大会同意回购注销其持有的

已获授但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186,400股。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公司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

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

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77� � �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18-86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进展公告

股东深圳传承互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2018-85号）。公司5%以上股东共青城互兴明华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一致行动

人深圳传承互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传承互兴” ）、共青城中通传承

互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 ）、深圳市互兴拾伍

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互兴拾伍号” ）计划通过集中竞价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8,115,344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7%。

2018年12月13日，公司收到股东深圳传承互兴、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的《关于股份减持

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截至2018年12月13日，深圳传承互兴、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通过集

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0,047,076股，减持股份数量已超过减持计划的一

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就相关减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共青城中通传承互

兴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

（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1月28日至12月

3日

4.73 3,971,488 0.4334

大宗交易 2018年12月13日 4.14 6,068,200 0.6622

合计 一一 一一 10,039,688 1.0956

深圳传承互兴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集中竞价交易

2018年12月4日至12月

11日

4.71 3,939,188 0.4299

大宗交易 2018年12月13日 4.14 6,068,200 0.6622

合计 一一 一一 10,007,388 1.0921

合计 一一 一一 一一 20,047,076 2.1878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共青城中通传承互

兴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合计持有股份 12,136,188 1.3244 2,096,500 0.228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36,188 1.3244 2,096,500 0.228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深圳传承互兴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合计持有股份 24,698,377 2.6954 14,690,989 1.603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2,136,188 1.3244 2,128,800 0.2323

有限售条件股份 12,562,189 1.3709 12,562,189 1.3709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深圳传承互兴、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本次减持符合《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二）深圳传承互兴、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意向、

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三）深圳传承互兴、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

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

响。

（四）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本次减持计

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深圳传承互兴、共青城中通传承互兴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18-054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费收入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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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2号》以及《保险合同相关会计处理规

定》， 本公司如下控股子公司于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1月30日期间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为：

（人民币万元） 2018年1-11月

控股子公司名称 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2,295,366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41,445,326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965,977

平安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44,027

于上述期间，本公司的寿险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18年1-11月

寿险业务

个人业务 42,145,543

新业务 14,128,110

续期业务 28,017,433

团体业务 1,609,787

新业务 1,606,024

续期业务 3,763

合计 43,755,330

备注：

1、本公司通过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健康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寿险业务， 本公司寿险业务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指这三家子公司原保

险合同保费收入的合计数。

2、按投保人为个人或团体，本公司将寿险业务类型分类为个人业务和团体业务。

于上述期间，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原保险合同保费收入分类明细如下：

（人民币万元） 2018年1-11月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车险 16,135,370

非机动车辆保险 5,302,529

意外与健康保险 857,467

合计 22,295,366

以上数据均未经审计，提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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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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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观澜泗黎路402号平安金融管理学院平安

会堂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包括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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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59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596,280,735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430,255,95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166,02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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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5459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29444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8.260156%

（四）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先生主持。本

次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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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出席14人，董事王勇健先生因其它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盛瑞生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

人、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逐项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分项表决结果如下：

1.01、议案名称：选举伍成业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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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260,370 99.794442 451,020 0.018559 4,544,563 0.186999

H股 5,146,399,767 99.620114 2,632,451 0.050957 16,992,564 0.328929

普通股合

计：

7,571,660,137 99.675886 3,083,471 0.040592 21,537,127 0.283522

1.02、议案名称：选举储一昀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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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525,170 99.764190 1,088,720 0.044799 4,642,063 0.191011

H股 5,097,824,668 98.679834 35,055,050 0.678569 33,145,064 0.641597

普通股合

计：

7,522,349,838 99.026749 36,143,770 0.475809 37,787,127 0.497442

1.03、

议案名称：选举刘宏先生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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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262,670 99.794537 465,020 0.019134 4,528,263 0.186329

H股 5,146,844,727 99.628727 2,645,491 0.051209 16,534,564 0.320064

普通股合

计：

7,572,107,397 99.681774 3,110,511 0.040948 21,062,827 0.277278

伍成业先生、 储一昀先生和刘宏先生出任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尚需中国银行保险监督

管理委员会对其董事任职资格核准后方会生效。

2、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实施长期服务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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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1,018,367 97.973975 13,979,312 0.575220 35,258,274 1.450805

H股 4,719,312,335 91.352878 264,267,309 5.115487 182,445,138 3.531635

普通股合

计：

7,100,330,702 93.471147 278,246,621 3.662932 217,703,412 2.865921

3、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债券融资工具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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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968,728 99.782442 1,050,022 0.043206 4,237,203 0.174352

H股 5,147,578,650 99.642934 2,743,068 0.053098 15,703,064 0.303968

普通股合

计：

7,572,547,378 99.687566 3,793,090 0.049934 19,940,267 0.262500

4、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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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695,194 99.812334 642,934 0.026456 3,917,825 0.161210

H股 5,142,152,681 99.537902 3,885,107 0.075205 19,986,994 0.386893

普通股合

计：

7,567,847,875 99.625700 4,528,041 0.059609 23,904,819 0.314691

5、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审议回购公司股份及相关授权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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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7,603,771 99.890868 787,940 0.032422 1,864,242 0.076710

H股 5,148,306,674 99.657026 3,765,107 0.072882 13,953,001 0.270092

普通股合

计：

7,575,910,445 99.731839 4,553,047 0.059937 15,817,243 0.208224

该决议案由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后， 将由股东大会授权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制定回购具体方

案，后续具体回购股份的价格、种类、批次、数量及运行时间仍有待确定及具有不确定性。根据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相关要求，回购具体方案尚待本公司A股类别股东大会

和H股类别股东大会等批准后方可作实。 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在就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

细则征求意见，本公司或会根据后续规定对回购具体方案进行完善和补充，并将于适当时候提

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及类别会议批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要求执行

后续股份回购计划，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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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选举伍成业先生为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1,462,541,

268

99.659594 451,020 0.030733 4,544,563 0.309673

1.02

选举储一昀先生为本公

司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

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1,461,806,

068

99.609496 1,088,720 0.074187 4,642,063 0.316317

1.03

选举刘宏先生为本公司

独立非执行董事，任期至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1,462,543,

568

99.659751 465,020 0.031687 4,528,263 0.308562

2

审议及批准 《关于审议

实施长期服务计划的议

案》

1,418,299,

265

96.644882 13,979,312 0.952570 35,258,274 2.402548

5

审议及批准 《关于审议

回购公司股份及相关授

权的方案》

1,464,884,

669

99.819277 787,940 0.053691 1,864,242 0.127032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案，已经逐项审议并全部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

总数的1/2以上通过；其他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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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华明律师、张珊珊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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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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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于2018年12月10日发出，会

议于2018年12月14日在深圳市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15人，实到董事14人，董事王勇健先生书

面委托董事刘崇先生代为参会并行使表决权，会议有效行使表决权票数15票。本公司监事和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

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由本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马明哲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讨论，逐项审议通过

了《关于完善公司执行委员会决策机制和组织体系的议案》：

随着本公司“金融+科技” 、“金融+生态” 战略的持续推进，为进一步深化“一个客户、多

种产品、一站式服务”的综合金融经营模式，本公司以客户服务为导向，逐步形成了清晰的“个

人业务+公司业务+科技业务” 三大事业群及架构。过去三年来，“个人、公司、科技” 三大业务

群分别在本公司执行董事、副首席执行官李源祥先生、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谢永林先

生和本公司副首席执行官陈心颖女士的统筹领导下取得了良好发展， 各项业务转型改革卓有

成效，从而促进了本公司整体经营业绩持续健康增长。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性布局与业务结构，

以及以“执行官负责制” 为核心的决策管理机制是行之有效的，对本公司战略转型、整体风险

管控和竞争力持续增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根据《公司章程》及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工作细则有关规定，借鉴全球公司治理最佳实践，

本公司在执行委员会现行“执行官负责制” 基础上，增设三个联席首席执行官岗位，由李源祥

先生、谢永林先生、陈心颖女士担任，并由李源祥先生分管个人客户综合金融业务、由谢永林先

生分管公司客户综合金融业务、由陈心颖女士分管科技业务。在本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

领导下，三位联席首席执行官分别对三大业务主线实施统一领导、专业分工。

董事会认为，在本公司执行委员会现行“执行官负责制” 基础上设立联席首席执行官集体

决策机制，使之成为本公司一项重要的制度化组织体系，将有助于深入贯彻、持续践行“集体

决策、分工负责、矩阵式管理” 的经营决策机制，更高效地整合内部资源、提升协同效率、强化

风险管控，健全人才培养及梯队建设体系。上述安排符合本公司适应以客户为导向战略转型、

适应新业务模式发展管理、强化本公司风险管控和人才梯队培养的需要，是对本公司现有战略

及业务模式和决策机制的延续与深化， 有利于加快推动本公司科技转型、 生态转型战略向更

深、更广层次演进，提升本公司对经营、管理风险的驾驭能力，实现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各表决项表决结果如下：

1、本公司增设3个联席首席执行官岗位：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由李源祥先生出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赞成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人回避表

决）。

3、由谢永林先生出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由陈心颖女士出任本公司联席首席执行官：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三位联席首席执行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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