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19-037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56,998,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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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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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全部议案进行表决。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珂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
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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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1人授权)，董事韩笑女士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 公司高管人员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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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2,165,276,817

84.6804

票数

弃权
比例（%）

391,216,481

15.2998

票数
505,400

0.0198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反对
比例（%）

票数
2,165,276,817

84.6804

票数

弃权
比例（%）

391,216,481

15.2998

票数

比例（%）

505,400

0.0198

3.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2,163,359,777

84.6054

票数

弃权
比例（%）

393,436,921

15.3866

票数

比例（%）

202,000

0.0080

4. 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2,165,461,217

84.6876

票数

弃权
比例（%）

391,293,381

15.3028

票数

比例（%）

244,100

0.0096

5. 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2,165,001,557

84.6696

票数

弃权
比例（%）

391,427,561

15.3080

票数

比例（%）

569,580

0.0224

6. 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2,164,001,537

84.6305

票数

弃权
比例（%）

392,524,061

15.3509

票数

比例（%）

473,100

0.0186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2,165,523,513

84.6900

票数

弃权
比例（%）

391,002,085

15.2914

票数

比例（%）

473,100

0.0186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内控报告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2,165,566,813

84.6917

票数

弃权
比例（%）

390,958,785

15.2897

票数
473,100

比例（%）
0.0186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证券代码：000070
债券代码：127008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债券简称：特发转债

比例（%）

2,164,779,757

票数

84.6609

弃权
比例（%）

391,745,841

票数

15.3205

比例（%）

473,100

0.0186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票数

弃权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 上 普 通 股
股东

766,139,476

100.0000

0

0.0000

0

持 股 1% -5% 普 通 股
股东

1,269,091,967

84.6661

229,845,250

15.3339

0

0.0000

持股1%以 下 普 通 股
股东

128,770,094

44.1111

162,678,811

55.7268

473,100

0.1621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969,560

45.1842

964,434

44.9453

211,800

9.8705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股东

127,800,534

44.1031

161,714,377

55.8066

261,300

0.0903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1

《2018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1,399,137,341

78.1265

391,216,481

21.8451

505,400

0.0284

2

《2018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1,399,137,341

78.1265

391,216,481

21.8451

505,400

0.0284

3

《关于计提2018年
度资产减值准备
的议案》

1,397,220,301

78.0195

393,436,921

21.9691

202,000

0.0114

4

《2018年年度报告
及摘要》

1,399,321,741

78.1368

391,293,381

21.8494

244,100

0.0138

5

《2018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1,398,862,081

78.1112

391,427,561

21.8569

569,580

0.0319

6

《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397,862,061

78.0553

392,524,061

21.9181

473,100

0.0266

7

《关于续聘财务报
告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并支付其报
酬的议案》

1,399,384,037

78.1403

391,002,085

21.8332

473,100

0.0265

8

《关于续聘内控报
告审计机构并支
付其报酬的议案》

1,399,427,337

78.1427

390,958,785

21.8307

473,100

0.0266

9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
监事薪酬的议案》

1,398,640,281

78.0988

391,745,841

21.8747

473,100

0.0265

比例（%）

2. 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反对

票数

A股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证券代码：603637
同意

股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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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91号金地中心A座10层 （1007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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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类型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86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1/2以上同意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刚、刘成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
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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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19-038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变更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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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于2019年5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
举变更了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三十七条中“职工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
其他形式民主选举或更换” 的规定，经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李茜女士因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由訾晓萌女士作为职
工代表出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至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职工代表訾晓萌女士出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无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訾晓萌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5月17日
附件：
訾晓萌女士简历
訾晓萌，女，出生于1988年3月，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任职于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
中金创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8年7月起，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行政
助理。

公告编号：2019-26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特发转债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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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证券简称：特发信息
证券代码：000070
债券简称：特发转债
债券代码：127008
转股价格：人民币5.61元/股
转股时间：2019年5月22日至 2023年11月16日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
会” ）“
证监许可[2017]1070号” 文核准，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特发信息”
公司” )于2018年11月16日公开发行419.4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或“
4.1940亿元，期限5年(以下简称“
本次可转债” )。
本次可转债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
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深交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对认购金额不足4.1940亿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
下简称“
（主承销商）包销。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8]637号” 文同意，公司发行的4.1940亿元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18年
12月25日起在深交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为“特发转债” ，债券代码 “
127008” ，上市数量
419.40万张。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本次发行的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换公司债券
到期日止，即2019年5月22日至2023年11月16日。
二、可转债转股的相关条款
（一）发行数量： 419.40 万张；
（二）发行规模：4.1940 亿元；
（三）票面金额：100元/张；
（四）债券利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0.4%、第二年0.6%、第三年1.0%、第四
年1.5%、第五年2.0%。
（五）债券期限：自发行之日起5年；
（六）转股期限：2019年5月22日至2023年11月16日；
（七）转股价格：人民币5.61元/股。
三、可转债转股申报的有关事项
（一）转股申报程序
1、转股申报应按照深交所的有关规定，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以报盘方式进行。
2、持有人可以将自己账户内的“
特发转债” 全部或部分申请转换为特发信息股票，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3、可转债转股申报单位为“
张”（转股数量=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换公
司债券票面总金额/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数倍）。可转换公
司债券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为整数股。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余额，公司将按照深交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
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换公司债券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按照四舍五入原则
精确到 0.01 元。
4、可转债买卖申报优先于转股申报，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数额大于其实际拥
有的可转债数额的，按其实际拥有的数额进行转股，申请剩余部分予以取消。
（二）转股申报时间
持有人可在转股期内（2019年5月22日至2023年11月16日）深交所交易日的正常交易时间
申报转股，但下述时间除外：
1、“
特发转债” 停止交易前的停牌时间；
2、公司股票停牌期间；
3、按有关规定，公司申请停止转股的期间。
（三）可转债的冻结及注销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对转股申请确认有效后，将记减（冻结并注
销）可转债持有人的转债余额，同时，记增可转债持有人相应的股份数额，完成变更登记。
（四）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的上市交易和所享有的权益
当日买进的可转债当日可申请转股。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可于转股申报后次一个交易日
上市流通。可转债转股新增股份享有与原股份同等的权益。
（五）转股过程中的有关税费
可转债转股过程中如发生有关税费，由纳税义务人自行负担。
（六）转换年度利息的归属
“特发转债” 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即
2018年11月16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每年的付息
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 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
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
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四、可转债转股价格的调整和修正情况
（一）初始转股价格和最新转股价格
公司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人民币6.78元/股，经调整后的最新转股价格为人民币
5.61元/股。
（二）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经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实施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45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根据
本次可转债的《募集说明书》及中国证监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特发转债的
转股价格由原来的6.78元/股调整为5.61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2019年5月16日生效。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10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可转债转股价格调
整的公告》。
（三）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派送现金股利等
情况 （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 = P0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 =（ P0 +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 =（ P0 +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 = P0 - 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 ＝（ P0 -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转股价，n 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 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 为增发新
股价或配股价，D 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 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 并在深交所
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调整转股价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
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
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 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
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 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
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
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 作办法将依据届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
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四）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
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 东大会进行
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应不低于本次
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 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
较高者，且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以及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 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 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 公司将在深交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
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等有关信息。从股权
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转股价格修正日）， 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
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
的转股价格执行。
五、可转债赎回条款及回售条款
（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5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 面值的108%
（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 少有十五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 或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
000万元时，公司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
（二）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 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70%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债券面值加上
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司。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不
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 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 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
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
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的情况，则上述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
价格调整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 算。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按上
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 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
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 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
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
重大变化，且该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
加上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债的权利。在上述情形下，可转
债持有人可以在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在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
权。
上述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
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
尾）。
六、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公司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发放
的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
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七、其他
投资者如需了解特发转债的其他相关内容， 请查阅2018年11月14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全文。
地
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丰路2号特发信息港大厦B栋18楼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755-26506649
传
真：0755-26506800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发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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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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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议案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5月9日通过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2019年5月16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在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36号石化大厦召开。 本次会议由赵立渭先生主持。 应出席董事9
名，亲自出席董事9名。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章
程》规定的法定人数，本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举手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会议选举赵立渭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2、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会议选举范其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3、 会议采取分项表决的方式审议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主任委员：陈良照
其他委员：张健、范晓梅
（2）审议通过了《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主任委员：张健
其他委员：罗杰、范其海
（3）审议通过了《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主任委员：罗杰
其他委员：陈良照、范其海
（4）审议通过了《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主任委员：赵立渭
其他委员：张健、翁巍
上述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赵立渭董事长提名，聘任范其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内容详见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下同）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及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范其海总经理提名，聘任翁巍先生、蔡劲松先生、宋涛
先生、尤佩娣女士、冯鲁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相益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
师，聘任盖晓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根据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推荐， 董事长赵立渭提名， 聘任石丹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 公司已按相关规定将石丹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等
材料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异议通过。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王德录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以上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17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指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
表的公告》。
三、报备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
2、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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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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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司全体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监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
9日通过电子邮件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2019年5月16日在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36号石化大
厦召开。本次会议由张一钢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名，亲自出席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会
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本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选举张一钢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17日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媒体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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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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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8日召开了2018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在股东大会完成董
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
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及财务
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和《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
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及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成员为赵立渭先生、范其海先生、范晓梅女士、翁巍先生、蔡劲松先生、宋涛先生、罗杰先生、
陈良照先生、张健先生；其中赵立渭先生为董事长，范其海先生为副董事长，罗杰先生、陈良
照先生、张健先生为独立董事。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1）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陈良照先生、张健先生、范晓梅女士。由陈良照先生担任主任委
员；
（2）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张健先生、罗杰先生、范其海先生。由张健先生担任主任
委员；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罗杰先生、陈良照先生、范其海先生。由罗杰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4）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赵立渭先生、张健先生、翁巍先生。由赵立渭先生担任主任
委员。
二、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职工代表大会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
股票简称：新纶科技

股票代码：002341

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为张一钢先生、余瑾女士、刘时坤先生；其中张一钢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刘时坤先生为职工监事。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范其海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翁巍
先生、蔡劲松先生、宋涛先生、尤佩娣女士、冯鲁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相益先生为
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聘任盖晓冬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聘任石丹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
书，聘任王德录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为：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星海南路36号
电话：0574-87917820
传真：0574-87917800
邮箱：zpec@izpec.com
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汪炜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汪炜先生在本次换届后不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金燕凤女士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汪炜先生、金燕凤女士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公司
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特此公告。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范其海先生简历
范其海，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大学学
历，毕业于同济大学，历任镇海炼化工程公司设计部副主任、技术质量部主任、设计部主任、
副经理；镇海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总经理。
(二)翁巍先生简历
翁巍，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工程师，大学学历，毕业
于天津大学。历任镇海炼化工程公司项目部副科长、镇海石化工程责任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三）蔡劲松先生简历
蔡劲松，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大学学
历，毕业于浙江工学院。历任镇海炼化工程公司设计部副主任、副总工程师，镇海石化工程有
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总经理助理。现任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四）宋涛先生简历
宋涛，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
毕业于中国纺织大学。历任镇海炼化工程公司经营部副主任，镇海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总
经理助理、工程部主任。现任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五）尤佩娣女士简历
尤佩娣，女，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大学学
历，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历任镇海炼化工程公司技术经济部副主任，镇海石化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造价咨询部主任、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造价中心主任、经营部主任。现任镇海
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六）冯鲁苗先生简历
冯鲁苗，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大学学历，毕业于抚
顺石油学院。历任镇海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部副主任，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项
目执行中心副主任，经营部副主任、主任、副总工程师、项目执行中心主任、总经理助理。现任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七）杨相益先生简历
杨相益，男，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大学学
历，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历任镇海炼化工程公司经营部副主任、设计部副主任，镇海石化工
程有限责任公司设计部副主任、主任。现任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八）盖晓冬女士简历
盖晓冬，女，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经济师、会计师，大学学历，
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历任镇海石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副主任、主任。现任镇海石化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九）石丹女士简历
石丹，女，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
学历，毕业于兰州大学。现任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十）王德录先生简历
王德录，男，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经济师，大学学历，毕
业于宁波工程学院。现就职于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经营部，从事经营管理、投标管理
和采购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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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老区乙烯原料
适应性改造工程设计三标段及四标段
中标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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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石化电子招标投标交易网2019年5月13日和2019年5月16日分别公布的 《中国
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老区乙烯原料适应性改造工程设计（三标段）中
标结果公告》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老区乙烯原料适应性改造
工程设计（四标段）中标结果公告》，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
“
公司” ）被确定为中标人。
公司已于2019年5月6日公告了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老区乙烯原料适应性改造工程设计三标段及四标段中标候选人
公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30），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
一、项目概况
（一）三标段项目概况
1、招标项目名称：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老区乙烯原料适应性改造工程设计（三标段）。
2、招标项目建设地点：浙江省宁波市。
3、招标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包括硫磺联合装置：含溶剂再生、酸水汽提和硫磺回收单元，
其中硫磺回收规模为15万吨/年；Ⅱ套常减压装置环保节能完善提升改造。投资合计约117671
万元，其中设计费约5883万元（上述费用为估算费用，结算时以中石化总部批复或发包人批
准的概算为基础，工程设计费及其他服务费均按相对应的费用下浮15%）。
4、招标项目招标范围：主要包括工程设计、竣工图编制、采购技术服务、HAZOP分析、
SIL/LOAP分析、数字化交付、配合施工图地方送审、配合现场施工、竣工验收和生产试车等设
计和咨询服务内容等。
5、招标项目工作服务期：自设计合同签订生效起，至完成全部设计及服务工作止。
（二）四标段项目概况
1、招标项目名称：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老区乙烯原料适应性改造工程设计（四标段）。
2、招标项目建设地点：浙江省宁波市。
3、招标项目建设规模：主要包括部分罐组及出厂设施改造：现有液硫罐的北侧扩建 2台
1000 立方米的拱顶液硫罐、新建4台5000m3内浮项焦化汽柴油罐、新建 1 座装车棚内设8个
通过式汽车罐车装车位，6套沥青装车设施、2套液硫装车设施、1套油浆装车设施；岚山至镇海
炼化厂区原油复线；工艺及热力管网（含全厂总图、电气、电信、仪表）：工艺及热力管网主要
包括新建400 万吨/年加氢裂化装置、新建200 万吨/年连续重整装置、新建硫磺联合装置等
边界线1 米之外的工艺及热力管线的配套、结构、总图、电气和仪表等，现场机柜室与中心控
制室采用“
一天一地” 两条不同路径敷设；炼油二循异地改造、炼油一、二联合控制室改造、新
9#原油罐组扩容：仓库及堆场均拆除，布置3台50000 立方米原油罐，在罐组建北侧为泵区及
6kV变电所等配套设施。投资合计约 88056 万元，其中设计费约 4402万元（上述费用为估算
费用，结算时以中石化总部批复或发包人批准的概算为基础，工程设计费及其他服务费均按
相对应的费用下浮12%）。
4、招标项目招标范围：主要包括工程设计、竣工图编制、采购技术服务、HAZOP分析、
SIL/LOAP分析、数字化交付、配合施工图地方送审、配合现场施工、竣工验收和生产试车等设
计和咨询服务内容等。
5、招标项目工作服务期：自设计合同签订生效起，至完成全部设计及服务工作止。
二、中标结果公告内容
（一）三标段的中标结果公告内容
本公司已被确定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老区乙烯原料适应
性改造工程设计三标段中标人。 具体公示内容详见中国石化电子招标投标交易网（https:
//ebidding.sinopec.com/TPWeb4AAA/InfoDetail/?
InfoID=43b9d559-848c-4d30-ad2a-0a68591502c7&CategoryNum=002004）。
（二）四标段的中标结果公告内容
本公司被确定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老区乙烯原料适应性
改造工程设计四标段中标人。 具体公示内容详见中国石化电子招标投标交易网（https:
//ebidding.sinopec.com/TPWeb4AAA/InfoDetail/?
InfoID=7ef18a54-0466-4b08-b72f-1505ce000c55&CategoryNum=002004）。
三、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中标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司炼油老区乙烯原料适应性改造
工程设计三标段及四标段设计费总额约为10285万元（上述费用为估算费用，结算时以中石
化总部批复或发包人批准的概算为基础， 工程设计费及其他服务费均按相对应的投标报价
下浮）。上述两个项目中标签约后，其合同的履行将会进一步巩固公司在硫磺回收、常减压蒸
馏、油品储运、工艺及热力管网等领域的技术优势，也将提升公司在环境保护、油品质量升
级、装置节能增效等业务领域的竞争优势。上述设计项目的履行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虽然公司已被确定为中标人，但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具体合同内容和条款等目前尚
不能完全确定，以最终合同及执行情况为准。公司将根据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镇海石化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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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其他情况说明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侯毅先生通知，获
悉其所持部分公司股份办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侯毅

是

质押股数(万
股)
1,093.02

合计

质押开始日期

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质押到期日

2019-5-15

本次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侯毅先生
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补充现金等措施应对。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

一、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占公司2019年5月10日股份总数的18.51%。

2020-4-28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个
人所持股份比例

用途

4.24%

个人资金需
求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093.02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深圳市新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24%

侯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57,507,852股，占公司2019年5月10日总股本的22.35%；侯毅先生

董 事 会

累计共质押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213,270,144股， 占其个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82.82%，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687

证券简称：华讯方舟

公告编号：2019-029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光胜先生的通
知，获悉吴光胜先生将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

吴光胜
合计

总股本的0.65%。
1、股票质押登记证明；

一、 本次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吴光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5,000,00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52.78%，占公司
三、备查文件

毕。具体事项如下：

股东名称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吴光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473,2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4%；

陈述或重大遗漏。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是

5,000,000

2019/5/15

2020/2/26

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
行

一一

5,000,000

一一

一一

一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52.78%

为控股 股东融
资提 供质押 担
保

52.78%

一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华讯方舟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