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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

4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6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7

关于向有关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申请

2019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

8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10

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

1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12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

13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4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

15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

16

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

17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19年4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 相关内容详见2019年4月16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

2、

特别决议议案：11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8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邮政科学研究规划院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

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

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

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

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四)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 同时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东，应当分别投票。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Ａ

股

600476

湘邮科技

2019/5/9 －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股东登记时，自然人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需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二） 登记时间：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于2019年5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30-17:00到公司董

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 外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三） 登记地点：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一） 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

（二）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三） 联系人：石女士 戴女士

联系电话：0731－8899� 8817、8899� 8856

传 真：0731-8899� 8859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5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

2018

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4

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9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

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8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

案

7

关于向有关银行及融资租赁公司申请

2019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8

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0

独立董事

2018

年度述职报告

1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2

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13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

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15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16

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17

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

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600476� � � �公告编号：临2019-005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经营性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5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会议以4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就该

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和独立意见。

一、2018年度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情况

1、2018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方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8

年度

预计金额

2018

年度

实际发生额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下属分公司、控股子公司 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产品销售

27,100.00 30,051.25

合计

27,100.00 30,051.25

2018年公司与关联方实际产生关联交易 30,051.25万元, 与2018年度计划比较增加 2,951.25万元, 增加

10.89％。

2、2018年度公司与关联方主要关联交易合同签订情况

（1）2018年1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邮政信息网全国中心生产系统数据备份隐患整改工程

硬件采购合同》，合同金额598.80万元；

（2）2018年2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签订《湖南邮政金库安全管理系统升级改造及

运营维护合同》，合同金额1,716.77万元；

（3）2018年3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签订《车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终端设备租赁与维护

服务合同（2715套）》，合同金额480.56万元；

（4）2018年4月， 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 《邮政ERP系统集邮业务管理系统配套改造合同

（2016-2017年）》，合同金额315.00万元；

（5）2018年4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中国邮政集团短信业务运营支撑服务合同》，合同金

额308.80万元；

（6）2018年6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中国邮政新一代集邮业务系统工程集邮管理系统应用

软件开发与集成服务采购项目》，合同金额1,790.00万元；

（7）2018年6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贵州分公司签订《2017年贵州邮政运钞车车载管理系统采购

项目》，合同金额321.12万元；

（8）2018年8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中国邮政2017年硬件资源池及现有系统设备更新扩容

工程硬件设备（高中低端服务器、云、HADOOP服务器）采购合同》，合同金额7,689.14万元；

（9）2018年8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各省分公司签订《2017年固定资产购置计划低端服务器采购

合同》，合同金额4,673.81万元；

（10）2018年8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核心业务系统升级改造工程（硬件资源池）服务器、

IB交换机采购合同》，合同金额885.39万元；

（11）2018年8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十九个系统硬件资源池及现有系统设备更新扩容工

程硬件设备（高、中、低端服务器）采购合同》，合同金额1,559.60万元；

（12）2018年10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中国邮政2018年硬件资源池工程硬件设备云服务器

（网络型服务器）增补采购合同》，合同金额404.23万元；

（13）2018年11月，公司与成都我来啦网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签订《采购订单（主柜300副柜1800及配

件）》，合同金额1,247.79万元；

（14）2018年12月，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签订《中国邮政2018年硬件资源池工程硬件设备(高中低

端服务器）采购合同》，合同金额17,244.93万元。

二、2019年度公司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

1、主要关联方介绍和关联方关系

（1）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a.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10,882,149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3号

法定代表人：刘爱力

主要经营范围：国内、国际邮件寄递业务；邮政汇兑业务，依法经营邮政储蓄业务；机要通信和义务兵通

信业务；邮票发行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

务）等。

公司类型：全民所有制

b.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2.98%的股权，是公司的控股股东，而其同时也是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旗下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同时，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还通过其下属单位邮政科学研究

规划院持有公司10,229,332股，占公司总股本6.35％。 因此，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属公司关

联方。

c.其他说明

根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内部法人体制改革的要求，全国各省市邮政公司已由原集团控股子公司变更为

分公司，不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因此，公司与邮政单位所有经营性业务往来将统一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

其授权下属单位签署。

（2）中邮智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基本情况

曾用名：成都我来啦网格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22,222.22万元

注册地址:�成都高新区仁和街39号1栋1层1号

法人代表:�张宝堂

经营范围:�计算机、电子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集成；计算机

网络工程施工（凭资质许可证从事经营）；商务咨询等。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b.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一一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中邮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同时还持有中邮智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50%的股权， 因此中邮智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属本

公司关联方。

2、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销售产品的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定价，同时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

3、2019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类型及预计金额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以往的实际情况，

对公司2019年度主要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类型及金额进行了预计。

公司2019年度预计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类型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2019

年度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

金额

2018

年度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

）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下

属分公司、控股子公司

软件开发、系统集

成、产品销售

32,000 96.97 13,260.51 30,051.25 96.83

合计

32,000 96.97 13,260.51 30,051.25 96.83

4、关联交易说明

（1）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以及预计持续进行此类关联交易的情况：

公司前身湖南省邮科院是全国邮政系统重要技术支撑单位，公司的历史渊源导致业务经营将伴随很大

程度的关联交易；同时，公司在邮政行业中的地位及长期的技术、市场资源积累，使公司在邮政系统具有一

定的技术和市场竞争优势，这是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

（2）选择与关联方（而非市场其他交易方）进行交易的原因和真实意图：

公司是面向全国邮政行业的软件开发、系统集成商及产品供应商，主要业务集中于邮政行业，公司发生

的关联交易较多与近几年国内邮政行业信息化建设投入加大，软硬件需求较大及公司在该领域具有一定竞

争优势有关。

（3）公司与关联方签订关联交易合同，旨在保证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不依赖于

任何关联方，公司与关联方产生的关联关系不影响公司的独立经营。

5、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关联交易将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签订协议。

三、审议程序

1、2019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9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5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以4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书和独立意见。

2、该关联交易议案将提交本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在股东

大会上回避对该议案的表决。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600476� � � �公告编号：临2019-006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经营性

关联交易超额部分予以追认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对2018年度所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事

项与经2018年5月10日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8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进行了对比，

发现公司2018年实际发生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比预计金额超出2,951.25万元。 超出金额已经2019年4月12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将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发表

了事前认可及同意的赞同的独立意见。

一、2018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预计情况对比表

单位：万元

关联方

2018

年度

预计金额

2018

年度

实际发生额

金额差异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下属分公司、控股子公司

27,100.00 30,051.25 2,951.25

合计

27,100.00 30,051.25 2,951.25

2018年公司与关联方实际产生关联交易 30,051.25万元, 与2018年度计划比较增加 2,951.25万元, 增加

10.89％。

二、超额部分说明

1、超额部分的关联交易主要为产品代理销售；

2、超额关联交易的原因：主要由于邮政客户增加采购规模所致。

三、主要关联方及关联关系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1、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人民币10,882,149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3号

法定代表人：刘爱力

主要经营范围：国内、国际邮件寄递业务；邮政汇兑业务，依法经营邮政储蓄业务；机要通信和义务兵通

信业务；邮票发行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国内呼叫中心业务、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

务）等。

2、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北京中邮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司32.98%的股权，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而其同时也是中国邮政集

团公司旗下中邮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同时，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还通过其下属单位邮政科学研

究规划院持有公司10,229,332股，占本公司总股本6.35％。 因此，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属

本公司关联方。

3、其他说明

根据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内部法人体制改革的要求，全国各省市邮政公司已由原集团控股子公司变更为

分公司，不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因此，公司与邮政单位所有经营性业务往来将统一与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

其授权下属单位签署。

四、关联方履约能力

关联方生产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在报告期内履行和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五、超额部分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超额部分的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上述关联交易均是公司参加关联方组织的招投标而中标

和定价，遵循了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上述交易未导致资金占用和公司利益损失，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利益输送等现象。

六、超额部分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该议案经2019�年4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5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其余4名董事全票通过将该议案。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书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600476� � � �公告编号：临2019-007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

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进一步推动公司业务的发展，缩短公司应收账款回笼时间，加速资金周转效率，公司拟与环宇租赁

（天津）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

●本次保理融资事项已经公司2019年4月1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

2019年5月16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一、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拟与环宇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本次用来进行保理融资的应收账款主要

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分公司所欠公司的应收账款。 融资额度10,000万元，授权期限一年（相

关具体协议起止日期以与融资租赁公司签订的合同文本为准）。 该额度包含在《关于向有关银行及融资租

赁公司申请2019年度融资议案》的授权额度内。

过去 12�个月公司与关联方环宇租赁（天津）有限公司发生应收账款保理融资金额5,000万元。

二、关联方和管理关系情况说明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环宇租赁（天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7,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亚洲路6865号金融贸易中心北区1-1-2002-2

法定代表人：冈部裕弥

主要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资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交

易咨询；公共设施、房屋、基础设施租赁业务；信息通信设备、科研设备、检验检测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包括

飞机、车辆）等机械设备及其附带技术的租赁业务；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商业保理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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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

2018年经审计的总资产8.5亿元，净资产1.8亿元，营业收入4,979.56万元，净利润1,413.69万元。

2、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持有环宇邮电国际租赁有限公司29.12%股权，环宇邮电国际租赁

有限公司持有环宇租赁（天津）有限公司100%股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第(二)

项的规定，环宇租赁（天津）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三、保理业务相关内容

本次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方式采用应收账款债权有追索权保理，保理融资费率以同期相应期限的央行基

准利率为基础上浮15%-20%。

四、本次保理业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开展应收账款保理融资业务，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改善经营性现金流状况，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

公司整体利益，对公司经营具有积极意义。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根据市场定价原则，定价公平公允，符合国家政策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对本公司业务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进行上述交易而对当事

对方形成依赖。

五、本次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2019年4月12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5位关联董事回避后，会议以4票赞成，0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该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之

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在董事会上独立董事发表了赞成的独立意见。

2、该关联交易议案将提交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将回避对该

议案的表决。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湘邮科技 证券代码：600476� � � �公告编号：临2019-008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7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

应变更。

●公司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将对公司财务状况产生影响。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7年3月31日，财政部发布了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

则第23号一金融资产转移》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会计》等政策。 2017年5月2日，财政部又发布了

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统称“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 ）。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系列准则，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2019年1

月1日起执行。

（二）审批程序

2019年4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全票

审议通过了《关于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的议案》。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内容

（一）以企业持有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和“金融资产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作为金融资产分类的判断

依据，将金融资产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和“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三类。

（二）调整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的会计处理。 允许企业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

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行处理，但该指定不可撤销，且在处置时应将之前已计入其他综合收

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转入留存收益，不得结转计入当期损益。

（三）金融资产减值会计由“已发生损失法” 改为“预期损失法” ，且计提范围有所扩大，以更加及时、

足额地计提金融资产减值准备，揭示和防控金融资产信用风险。

（四）金融资产转移的判断原则及其会计处理进一步明确。

（五）套期会计准则扩大了符合条件的被套期项目和套期工具范围，以定性的套期有效性测试要求取

代定量要求，引入套期关系“再平衡”机制。

（六）金融工具相关披露要求相应调整。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 新旧对接。 2018年执行原准则，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确认留存

收益金额2,982.65万元，同时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994.21万元，合计金额3,976.86万元。2019年将原分类为“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 ,依据新金融工具准则规定,分类调整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

资产” 。

（二） 2019年公司持有的长沙银行股票价格的市场波动将通过“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科目进行反映，

对当期利润表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四、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其他相关规定,同意进行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

则。

公司监事会认为： 执行新修订的金融工具会计准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3、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湖南湘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2019年 4月 16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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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份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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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3月份主要运营数据情况如下：

一、本月机队情况

本月无新增飞机。

截止本月末，公司共运营83架空客A320飞机，其中自购飞机40架，融资性租赁飞机1架，经

营性租赁飞机42架。

二、本月主要新增航线情况

本月主要新增航线：石家庄=广元=贵阳（天天班）、浦东=兰州=敦煌（天天班）、扬州=绵

阳（周1357）。

三、本月运营数据主要情况

指标 当月数据 环比 同比 当年累计 同比

运力

可用吨公里数

(

万吨公里

) 32,691.55 4.42% 4.77% 96,992.46 8.68%

国内

20,881.31 1.72% 0.91% 62,889.09 6.09%

国际

10,651.27 10.64% 10.57% 30,613.64 12.37%

地区

1,158.97 0.47% 32.07% 3,489.73 27.98%

可用座公里数

(

万人公里

) 342,575.52 4.54% 5.17% 1,015,635.27 9.03%

国内

218,409.64 1.66% 1.35% 657,961.47 6.60%

国际

112,046.93 11.14% 10.84% 321,190.91 12.34%

地区

12,118.95 0.56% 32.50% 36,482.89 28.58%

可用货邮吨公里数

(

万吨公

里

)

1,859.75 2.52% -1.51% 5,585.29 3.17%

国内

1,224.44 2.71% -5.70% 3,672.56 -1.55%

国际

567.05 2.53% 5.90% 1,706.46 13.00%

地区

68.26 -0.97% 25.58% 206.27 19.10%

载运量

运输周转量

(

万吨公里

) 28,953.28 6.79% 8.82% 84,205.45 12.82%

国内

18,863.88 4.09% 3.58% 55,638.29 8.87%

国际

9,084.04 13.02% 17.77% 25,625.21 19.74%

地区

1,005.36 5.76% 47.49% 2,941.96 38.15%

旅客周转量

(

万人公里

) 316,400.59 2.65% 8.42% 936,222.65 12.71%

国内

203,339.16 -0.12% 3.20% 609,850.53 8.70%

国际

101,822.59 8.84% 16.77% 292,808.67 19.26%

地区

11,238.84 1.26% 48.16% 33,563.45 39.50%

货邮周转量

(

万吨公里

) 902.08 59.33% 17.06% 2,477.43 14.82%

国内

740.58 53.40% 6.17% 2,089.55 6.17%

国际

149.52 93.84% 149.77% 357.58 129.63%

地区

11.98 91.26% -9.37% 30.30 -10.60%

总载运人次（千人次）

1,766.24 2.36% 7.98% 5,226.40 12.61%

国内

1,260.50 0.69% 3.20% 3,764.38 8.81%

国际

433.45 8.39% 19.01% 1,243.12 21.53%

地区

72.29 -1.95% 44.68% 218.90 37.86%

货邮载重量（吨）

5,042.12 59.28% 11.23% 14,012.01 10.62%

国内

4,367.64 54.22% 5.76% 12,385.80 6.49%

国际

591.23 103.46% 91.68% 1,413.36 79.01%

地区

83.25 93.89% -12.47% 212.85 -13.52%

载运率

综合载运率

88.57% 1.97% 3.30% 86.82% 3.19%

国内

90.34% 2.05% 2.33% 88.47% 2.26%

国际

85.29% 1.79% 5.22% 83.71% 5.15%

地区

86.75% 4.34% 9.07% 84.30% 6.21%

客座率

92.36% -1.70% 2.77% 92.18% 3.01%

国内

93.10% -1.66% 1.67% 92.69% 1.79%

国际

90.87% -1.92% 4.61% 91.16% 5.29%

地区

92.74% 0.64% 9.80% 92.00% 7.20%

货邮载运率

48.51% 17.30% 7.69% 44.36% 4.50%

国内

60.48% 19.99% 6.76% 56.90% 4.14%

国际

26.37% 12.42% 15.19% 20.95% 10.64%

地区

17.55% 8.46% -6.77% 14.69% -4.88%

以上运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 投资者

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春秋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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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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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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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15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4月15日15：30分，会期半天；网络投票时间

为2018年4月14日至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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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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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4月14日15：00至2019年4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蒋思海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95名，代表股份3,527,069,291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66.0535%。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名，代表股份1,

431,522,94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6.8090%；通过网络投票股东71名，代表股份2,095,546,343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39.244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中伦（重庆）

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50,117,94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2900%；反对：

9,693,8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748%;弃权：1,567,257,519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4.435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50,114,24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2899%；反对：

9,669,5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742%;弃权：1,567,285,519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4.4359%。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950,089,94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2892%；反对：

9,669,5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742%;弃权：1,567,309,819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4.436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950,089,94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2892%；反对：

9,628,6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730%;弃权：1,567,350,719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4.437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5、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950,533,04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5.3018%；反对：

9,267,9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2628%;弃权：1,567,268,319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4.4354%。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1,723,883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7.8431%；反对：9,267,928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1502%;弃权：28,6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6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请2019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844,573,328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2.2976%；反对：

19,599,044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5557%;弃权：1,662,896,919股,占出席会

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7.1467%。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15,764,167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73.2597%；反对：19,599,044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5471%;弃权：95,657,2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2.1932%。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增加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9,801,346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4.9975%；反对：

1,587,239,345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5.0016%;弃权：28,600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合作方按股权比例调用控股子公司富余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931,999,202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54.7763%；反对：

1,595,017,189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45.2222%;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15%。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3,190,041股，占出席会

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93.5431%；反对：27,777,470股，占出席会议持

有公司5%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6.4446%;弃权：52,9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

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123%。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卓律师、刘枳君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四月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