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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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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4日下午14：00

2、会议地点：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泸天化宾馆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廖廷君

6、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9年5月2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下午15:00至5月

2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有关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3月18

日召开的第六届三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名， 代表股东955,

398,6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9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839,347,086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53.5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9名，代表股份116,051,573股，占公司股份的7.4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二、议案

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

案：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10,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7,5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0%；反对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10,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7,5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0%；反对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

表决结果：通过

3、《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11,1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487,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7,7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0%；反对1,487,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11,1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487,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7,7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0%；反对1,487,4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 %；弃权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898,2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500,3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24,8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9%；反对1,500,3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

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889,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508,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16,5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9%；反对1,508,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876,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521,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03,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8%；反对1,521,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2%；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8、《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10,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7,5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0%；反对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2018年高管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10,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7,5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0%；反对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10,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7,5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0%；反对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财买理财产品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898,0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500,5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24,6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49%；反对1,500,5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1%；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50,441,5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3%；反对

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7,5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反对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业务合作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96,103,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79%；反对

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710,6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21%；反对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79%；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10,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3,637,534股，占到会及网络有效表决股权数99.50%；反对1,

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5、《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5.01.非独立董事廖廷君，同意股份数:892,575,4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3.42％；

15.02.非独立董事赵永清，同意股份数:892,575,5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3.42％；

15.03.非独立董事吴冬萍，同意股份数:892,575,4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3.42％；

15.04.非独立董事刘奇，同意股份数:� 892,575,47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3.42％；

15.05.非独立董事刘星，同意股份数:� 892,575,47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3.42％；

15.06.非独立董事周永建，同意股份数:� 892,575,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3.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15.01.非独立董事廖廷君，同意股份数:232,302,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78.71％；

15.02.非独立董事赵永清，同意股份数:232,302,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78.71％；

15.03.非独立董事吴冬萍，同意股份数:� 232,302,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78.71％；

15.04.非独立董事刘奇，同意股份数:� 232,302,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78.71％；

15.05.非独立董事刘星，同意股份数:� 232,302,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78.71％；

15.06.非独立董事周永建，同意股份数:� 232,302,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78.71％；

表决结果：通过。廖廷君、赵永清、吴冬萍、刘奇、刘星、周永建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6、《关于第七届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6.01.独立董事杨勇,同意股份数:892,575,4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的93.42％；

16.02.独立董事谢洪燕,同意股份数:� 892,575,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3.42％；

16.03.独立董事益智,同意股份数:� 892,575,47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93.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6.01.独立董事杨勇,同意股份数:232,302,0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78.71％；

16.02.独立董事谢洪燕,同意股份数:� 232,302,0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78.71％；

16.03.独立董事益智,同意股份数:� 232,302,0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78.71％；

表决结果：通过。杨勇、谢洪燕、益智当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7、《关于第七届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17.01.�非职工监事陈伟,同意股份数:892,575,4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3.42％；

17.02.�非职工监事古盛,同意股份数:� 892,575,4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93.42％；

17.03.�非职工监事杜一兵,同意股份数:� 892,575,4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93.4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17.01.�非职工监事陈伟,同意股份数:232,302,04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78.71％；

17.02.�非职工监事古盛,同意股份数:� 232,302,0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78.71％；

17.03.�非职工监事杜一兵,同意股份数:� 232,242,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的78.69％；

表决结果：通过。陈伟、古盛、杜一兵当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18、《关于为子公司九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10,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4%；反对

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37,5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0%；反对1,487,6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5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9、《关于为子公司四川泸天化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53,956,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反对

1,441,7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1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683,4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1%；反对1,441,7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49%；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大会在审议第12项议案时，关联股东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在表决

时进行了回避，在审议第13项议案时，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成都锦江支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公司聘请了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戴薇和蒋俊镇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

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四川发现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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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第七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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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13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的方

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于2019年5月24日在四川泸天化股份宾馆会议室如期召开。出席会议应

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非独立董事刘奇先生因公出差，委托非独立董事吴冬萍女士出席会

议并代行表决权，会议由董事廖廷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各位董事在认真审阅会议提交的书面议案后， 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选举廖廷君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本届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由以下成员组成：

战略委员会：主任廖廷君，成员赵永清、刘奇、吴冬萍、益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谢洪燕，成员廖廷君、杨勇

审计委员会：主任杨勇，成员谢洪燕、赵永清

提名委员会：主任益智，成员廖廷君、赵永清、谢洪燕、杨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赵永清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

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陈伟先生、李勇先生、陈占清先生、汪先富先生、王晓华

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王斌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王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代表，任期自董事会聘任之日

起三年。

王斌先生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

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七届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6日

附：简历

公司董事长及高管人员简历

廖廷君：男，196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证券分析师。曾任四川省泸州市合

江县委党建办副主任兼组织科长，合江县福宝镇党委书记，合江县二里乡党委书记、人大主

席，合江县榕山镇党委书记、人大主席，合江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援藏挂职任四川省甘孜州乡

城县常务副县长，挂职任泸州市化改办副主任、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

廖廷君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任职务，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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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永清：男，1965年11月出生，硕士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生产技术

调度处副处长、总经理助理；九禾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九禾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永清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任职务，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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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伟：男，1968年10月出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四川泸天化股

份有限公司尿素一车间副班长、技术员；泸天化（集团）公司生产部工艺室主任助理、人力资

源部副部长；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监督管理部部长、企业管理部部长、企划信息

部部长、生产部部长、行政部部长兼党支部书记、总经办主任、总经理助理；四川天宇油脂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陈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在关联方任职，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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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勇：男，1972年1月出生，硕士学历，中共党员。曾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尿素二车

间副主任、主任、生产部副部长、部长、总调度室总调度长、绿源醇业公司总经理，泸天化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勇先生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任职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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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陈占清：男，196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曾任泸天化原404厂浓硝

车间技术员、主任助理、泸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四0四厂浓硝车间设备副主任、四川泸天化

股份有限公司浓硝车间设备副主任、硝区生产部副部长、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

部长、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设备副总工程师。现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占清先生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任职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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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汪先富：男，197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程师。曾任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操

作人员、班长；四川锦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部技术员、部长助理、生产部副部长；四川天华

富邦化工有限责任公司PTMEG车间主任、党支部书记；四川天华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党支部

书记、副部长、部长。现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汪先富先生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任职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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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晓华：男，生于 1969年11月，大学本科学历、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曾任泸县潮河镇党

委委员、副镇长、党委副书记；泸县嘉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泸县福集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泸

县太伏镇党委书记；泸州市工投集团资产经营部部长；泸州市机动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总经理。现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九禾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晓华先生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任职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

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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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

在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王斌：男，1979年2月出生，大学学历，中共党员，注册会计师。曾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部综合组组长、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现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王斌先生未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担任职务，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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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

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简称：泸天化 证券代码：000912� � � �公告编号：2019-048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第七届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第七届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13日以书面送达和传真的

方式通知全体监事， 会议于2019年5月24日下午16：00日在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泸天化宾

馆会议室如期召开。出席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会议由监事陈伟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各位监事在认真审阅会议提交的书面议案后，以传真方式进行了审议表决，会议通过以

下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参会监事一致推选陈伟先生出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第七届监事会一

致 （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监事会七届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26日

附件：简历

陈伟：男，1968年10月出生，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四川泸天化股

份有限公司尿素一车间副班长、技术员；泸天化（集团）公司生产部工艺室主任助理、人力资

源部副部长；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全环保监督管理部部长、企业管理部部长、企划信息

部部长、生产部部长、行政部部长兼党支部书记、总经办主任、总经理助理；四川天宇油脂公司

总经理、董事长；现任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陈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在关联方任职，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

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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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

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

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和《上市公司冶理准则》等有关规定，作为四川泸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

第七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关于选举董事长，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证券代表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在参加会议且查阅了相关简历后，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

针对上述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相关人员的提名、选举程序、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二、聘任人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有《公司法》第

147�条规定的情形和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者禁入尚未解除的人员情况和被证

券交易所宣布为不适当人选的情况。

三、经了解,相关人员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

素质，上述选举有利于公司未来的战略发展。

独立董事： 杨勇、谢洪燕、益智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603028� � �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19-032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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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及董监高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深圳市分享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分享” ）持有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无

限售流通股 16,56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5%，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发行

的股份,上述股份于2017年3月31日起限售解禁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深圳分享计划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

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自本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

行，减持公司股票数量不超过 13,248,000�股（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拟减持股份数量和减持价格将相应进行调整），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比例6%。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

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减持总数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深圳分享

5%

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16,560,000 7.5% IPO

前取得：

16,560,0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上述减持主体上市以来未减持股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

数量（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

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原

因

深圳分享

不超过：

13,

248,000

股

不超过：

6%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

4,416,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

不超过：

8,832,000

股

2019/6/18 ～

2019/12/13

按 市 场

价格

首 次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前 发 行 的

股票

自 身 资 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

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深圳分享承诺：其在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减持价格将按照股票二级市场

价格或大宗交易双方协定价格确定。第一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的50%，第二

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公司股份的100%。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

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深圳分享根据自身资金需求进行的减持，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

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在减持期间内，深圳分享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

施及如何实施本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将督促本次拟减持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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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钢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97� � � �证券简称：意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0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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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9年5月17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方案为：以截止2018年12月31日的总

股本170,672,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1元（含税）,不送红股，也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本次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70,672,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900000

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对

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31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6月3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31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3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472

意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2*****090

陈献孟

3 02*****100

方建斌

4 01*****270

蒋友安

5 02*****413

方建文

六、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乐清市翁垟街道后西工业区

咨询联系人：陈建兴、吴陈冉

咨询邮箱：ir@czt.com.cn

咨询电话：0577-62822220

传真电话：0577-62819799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温州意华接插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989� � � �证券简称：九芝堂 公告编号：2019-051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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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李振国先生通知，获悉李振

国先生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股

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

质押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1

李振国 是

22999999 2017-12-26 2019-5-24

西部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6.25%

合计

- 22999999 - - - 6.25%

2、股东股份被质押的累计情况

截至2019年5月24日，李振国先生持有公司36798285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33%。李振国先

生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31393999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11%。

3、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其他情况

李振国先生质押的上述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 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

之内，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后续若出现平仓风险，李振国先生将

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追加保证金、与质权人协商延期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质押风险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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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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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662� � � �证券简称：天夏智慧 公告编号：2019-029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广西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

同举办的“2019年广西地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通过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互联网平台举行， 投资者

可以登陆“全景·路演天下” 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网路演天下

（qj_lytx），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14:00

至17:00。

届时公司将通过网络在线问答互动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司治理、发展经营情况、融资

情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交流。期间，公司高管将全程在线，通过全景网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实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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