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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
报告全文。
２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３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的原因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董事

肖淑英

公务原因

李剑波

４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５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二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Ａ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红塔证券

６０１２３６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变更前股票简称
不适用

董事会秘书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６０１２３６

半年度报告摘要

公司简称：红塔证券

报告期末， 公司总资产３７１．８７亿元， 较上年末增长３５．７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１２８．３３亿元，较上年末增长１３．５１％。 报告期内，公司取得营业收入７．５３亿元，同比增长７９．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２．９２亿元，同比增长２５１．９２％。
主营业务分部分析：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

证券事务代表

同比变动比例（
％）

２０１９年１－６月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营业利润率（
％）

营业收入

营业支出

营业利润率
同比变动
增加２３．３８个
百分点

姓名

杨洁

宋奇

证券经纪业务

９６，３３５，２２０．８０

６４，８０３，０７８．７０

３２．７３

３０．５２

－３．１４

电话

０８７１－６３５７７１１３

０８７１－６３５７７１１３

证券投资业务

５１５，３６８，０３２．５０

２８，５６８，０１３．５６

９４．４６

不适用

５８９．４４

不适用

资产管理业务

８，８７８，８６８．６６

７，１２６，６８５．０１

１９．７３

７２．１７

８４．７２

减少５．４６个百
分点

投资银行业务

６，４１４，０９２．７０

２０，４３６，５３７．０４

－２１８．６２

－７８．９３

－２５．８８

减少２２８．０４个
百分点

信用交易业务

２０９，６３８，５３７．６９

２，１０１，１７３．９４

９９．００

－３．７０

－９５．３４

增加１９．７０个
百分点
减少６．０８个百
分点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１５５号附１号

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１５５号附１号

电子信箱

ｙａｎｇｊｉｅ＠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ｓｏｎｇｑｉ＠ｈｏｎｇｔ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２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

上年度末

总资产

３７，１８６，６４３，７０７．９６

２７，３８４，４２９，３９２．７２

３５．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１２，８３３，２３７，３１４．５９

１１，３０６，０９６，２１１．６４

１３．５１

本报告期
（
１－６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２，３８０，２４４，９８１．８７

－４，１９９，３１７，９１５．００

不适用

营业收入

７５２，８８１，９３７．４０

４１９，６７７，６５５．７５

７９．４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２９２，０９２，３８２．３５

８２，９９９，８５０．０２

２５１．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２９２，４２８，５３２．８２

８２，１１１，２４４．７０

２５６．１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２．５５

０．７６

增加１．７９个百分点

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９

０．０３

２００．００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０．０９

０．０３

２０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３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户）

３３１，６８２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
户）

０
前１０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１，０９４，７００，
０４２

无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

云南合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３０．１３

１，０９４，７００，
０４２

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００

６５４，０４２，
９５３

６５４，０４２，９５３

无

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６８

５３３，３３３，
３３３

５３３，３３３，３３３

无

云南华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７．３４

２６６，６６６，
６６７

２６６，６６６，６６７

无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６１

２４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００

无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２６

２２７，５９６，
７８９

２２７，５９６，７８９

质押

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国有法人
公司

４．５８

１６６，５５０，
２６７

１６６，５５０，２６７

无

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３０

４７，１１３，６８３

４７，１１３，６８３

无

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６５

２３，７８５，２３５

２３，７８５，２３５

无

云南正业投资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２７

９，８００，０００

９，８００，０００

无

２２５，０００，
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至报告期末，合和集团、中国双维投资有限公司、云南华叶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昆明万兴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均为中国烟草总公司控制的公司， 合计持有红塔证券５９．４１％的
股份；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均为云南省国资委控制的公司， 合计持有红塔证券２２．５８％
的股份；此外，合和集团副总经理李双友兼任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除前述情况外， 公司未知其他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安
排。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２．４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２．５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２．６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不适用
主要指标
资产负债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６１．３０

５４．３１

本报告期（
１－６月）

上年同期

２．１４

６．５７

ＥＢＩＴＤＡ利息保障倍数

关于逾期债项的说明
□适用√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３．１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２０１９年资本市场整体回暖，但是可以看到，证券经纪业务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科
创板设立后，投资银行业务的定价能力和承销能力面临更严峻考验；当前贸易摩擦叠加经济
增速换挡，证券投资业务面临比以往更大的市场风险。 战略考量证券行业发展趋势、结合自身
资源优势，公司在各个业务线推进相应改革措施，部分业务线的业绩已经体现了改革成效。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９１
债券代码：１１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甘肃电投
债券简称：１５甘电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８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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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会议通知的时间及方式：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于２０１９年
８月２３日发出。
２、会议召开时间及方式：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会议的出席情况：本次通讯表决会议应参加董事７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７人。
４、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
举。 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控股股东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
电投集团”）提名的刘万祥、田红、肖春梅、李浩、胡忠群、李园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候选人。 以上候选人员简历附后。
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选举非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生效。 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就任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全体
董事继续履行职责。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已发表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进行换届选
举。 经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方文彬、王栋、曹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 以上候选人员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已按照证监会《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
立董事资格证书。 选举独立董事提案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无异议后方
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选举独立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第七
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日起生效。 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就职前，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全体董事仍应履行职务。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公示，公示期为三个交易日，
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有异议的，均可通过深交
所热线电话或邮箱等方式反馈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已发表一致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公司董事会定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星期二）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细情况见
《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以上相关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
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附件：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刘万祥，男，１９６７年１２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酒泉钢铁（
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甘肃东兴铝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酒泉钢铁（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６月至今，任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董事。 目前兼任甘肃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电投集团参股公司董事；刘
万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与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
信被执行人；符合《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田红，男，１９６５年１１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甘肃省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管理部主任、安全管理部主任；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任甘肃省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２０１８年４月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 目前兼任甘肃电投张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电投集团控参股公司董事；田红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信被执行
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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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春梅，女，１９６５年８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甘肃省经委基础工业处处
长、甘肃省工信委电力处处长、甘肃省工信委总调度长兼电力处长；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任甘肃
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目前兼
任甘肃省陇能煤炭物流有限公司等电投集团控股公司董事； 肖春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
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公司法》等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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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浩，男，１９７７年１０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历任中国进出口银行转
贷部自营业务处处长、铁路电力融资部新能源信贷处处长，２０１９年５月至今任甘肃省电力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李浩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
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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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忠群，男，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甘肃电投大容电力
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主任、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党委委员；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６年１月至今任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胡忠群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７０００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与持有公司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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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经纪业务：报告期内，公司证券经纪业务坚持以合规和风险管理为前提，以“
保存量，
求增长”为考核导向，持续推动证券经纪业务转型升级，全方位提升证券经纪业务的综合竞争
力。 按照立足云南、布局全国的策略，新设了５家分支机构，进一步优化营业网点布局；全方位
整合公司资源，坚持以客户为中心，推进营业网点业务向多元化和平台化转变，持续推进以金
融产品销售、资本中介服务为方向的财富管理转型，提供高附加值服务；加速ＩＴ技术对证券经
纪业务的服务和引领能力，推动线上线下融合，不断优化证券经纪业务盈利模式。 报告期内，
公司经纪业务实现收入９，６３３．５２万元，同比增长３０．５２％。
证券投资业务：面对复杂多变的资本市场环境，公司证券投资业务一直秉持稳健的投资
风格，持续加强投研能力建设，严格把控投资风险，在合规的前提下开展业务，自有资金投资
配置以优质固定收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为主，获取稳定的投资收益。 权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
投资方面，始终坚持“
价值投资”理念，密切跟踪市场风险，保持合理仓位，持续优化投资组合；
固定收益类证券及其衍生品投资方面，严格控制整体仓位和组合久期，严控信用风险和流动
性风险；另类投资业务方面，聚焦以股权类、公募／私募基金、金融衍生品为主的另类投资业务
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证券投资业务共实现收入５１，５３６．８０万元。
资产管理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培养资产管理主动管理能力，持续丰富资产管理产品
系列，不断加强投研体系建设，满足客户多元化的综合金融服务需求。 报告期末，公司资产管
理规模５４８．４０亿元，较去年底增长１．２４％。 资产管理业务结构持续优化，专项资产管理业务实
现突破。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实现收入８８７．８９万元，同比增长７２．１７％。
投资银行业务：报告期内，市场股权融资规模同比下降，且市场竞争加剧，投资银行业务
面临的竞争形势仍然严峻。 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坚持“
精品投行”战略，在ＡＢＳ城市供热、含权债
（
可交换债、可转换债）业务方面成功发行了项目，并且拥有了一批项目储备，形成了局部的竞
争优势；同时在主板和科创板新申报了保荐或者联合主承销的ＩＰＯ项目。 但由于新三板二级市
场持续低迷，做市业务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为负值，对投行业务收入造成了较大的拖累。 报告期
内，公司投资银行业务实现收入６４１．４１万元，同比减少７８．９３％。
信用交易业务：报告期内，公司信用交易业务严把项目风险与合规关，在业务运作和项目
管理中深耕细作，不断优化业务质量，保障业务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公司加强存量客户服务，
致力于提升客户体验，为客户提供更加多元的综合金融服务，积极落实融资用途服务实体经
济的宗旨。 报告期末，公司信用交易业务总规模５４．６８亿元，较年初减少１０．１４％，其中融资融券
规模９．８９亿元，股票质押规模４４．７９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信用交易业务实现收入２０，９６３．８５万
元，同比减少３．７０％。
期货经纪业务：报告期内，公司期货经纪业务随着期货行业发展的演进，进入转型创新的
关键阶段，积极开拓期货经纪业务＋资管业务、期货经纪业务＋期现业务的发展思路，开拓新市
场。 报告期内，公司期货经纪业务实现收入３，０２２．８７万元，同比增长１６．６８％。
私募投资基金业务：报告期内，在积极落实各项资管新规的基础上，公司稳步推进股权投
资基金等项目落地，践行金融服务实业的理念，多方拓宽募资渠道，主动探寻优良投资。 报告
期内，公司私募投资基金业务实现收入１，６２７．１１万元，同比增长１７２．９０％。
基金管理业务：报告期内，公司坚持控风险、调结构、稳规模的工作主线，不断提升风险控
制能力和投资管理能力，把握股市向好带来的权益类基金市场行情以及科创板设立带来的业
务机会，积极营销客户，公募基金管理规模实现较快增长。 报告期末，公司公募基金管理规模
４２．９７亿元。 报告期内，公司基金管理业务实现收入５，９５８．１９万元，同比增长０．３６％。
３．２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第十节 财务报告 五、重要会计政策及
参见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
会计估计 ４１、 重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３．３
□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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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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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
在公司１９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
出， 会议补充通知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２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８名，实际出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李园，女，１９６８年１２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
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工作部（
党委工作部）主任、总经理助理；甘肃电投大容电力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２０１９年６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李园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与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
信被执行人；符合《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方文彬，男，１９６５年８月出生，研究生学历，兰州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甘肃
省审计学会常务理事。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０１８年３月任海南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３年起分别兼任甘肃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海默科
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方文彬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
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
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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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栋，男，１９７０年１２月出生，本科学历，律师，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公益律师。 先后在
兰州市商品房屋开发经营公司、甘肃经天律师事务所、甘肃金致诚律师事务所工作；２０１９年４
月至今， 兼任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０７年至今任甘肃中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
师。 王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任职外，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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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斌，男，１９７６年４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计划预算审查咨询专家。 历任甘肃省水利开发公司会计；甘肃省水利开发公司财务部长；
甘肃榕信税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甘肃金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华龙证券有限公司计划
财务总部主管会计；２０１２年－２０１８年兼任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０６年至今，
任甘肃天一永信会计师事务所所长。 曹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
任职外， 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实际控制
公司法》
人、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等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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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９１
债券代码：１１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甘肃电投
债券简称：１５甘电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３９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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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交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会前半小时到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１４：３０。 （
达开会地点，办理登记手续）
（
２）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的交易时
间， 即９：３０～１１：３０和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下午３：０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下午３：００。
５、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６、会议的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７、出席对象：
（
１）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
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
４）根据相关规定应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８、现场会议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６９号甘肃投资集团大厦２４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提案名称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审议《
（
１）选举刘万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选举田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３）选举肖春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４）选举李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５）选举胡忠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６）选举李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审议《
（
１）选举方文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选举王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选举曹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３、审议《
（
１）选举李青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２）选举赵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３）选举张争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以上议案投票采取累积投票制，应选出非独立董事６名，独立董事３名，监事３名，非独立董
事、独立董事、监事应分开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
可以投出零票），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
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
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
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在《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席董事８名。 其中，肖淑英董事委托李剑波董事出席会议并表决，其余董事以现场方式出席。 会
议由李剑波董事长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通过书面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二、审议通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三、审议通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四、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红塔证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
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五、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预审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红塔证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与本公告同日发布的《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和《
六、审议通过《
关于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会议同意提名李双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李双友先生将在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通过且取得证券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后正式履职，任期至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会议同意对董事会发展战略委员会成员进行调整， 调整后的发展战略委员会成员组成
如下：
召集人：李剑波
成 员：庞皓峰、肖淑英、李丽、李双友、李素明、伍志旭
以上调整方案自李双友先生作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并且取得证券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董事任职资格之日起生效，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八、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对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会议同意以下事项：
（
一） 同意公司向红塔期货有限责任公司增资人民币５亿元，全额用于向其子公司上海红
塔众鑫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增资；
（
二）授权公司经理层办理增资相关具体事宜。
九、审议通过《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８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会议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具体时间
和地点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１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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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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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７日在
公司１９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和材料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１６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
次会议应出席监事４名，实际出席监事４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嵘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过讨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论，通过书面表决的方式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经营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二、审议通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风险管理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三、审议通过《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风险控制指标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四、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五、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监事会对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出具审核意见：
（
一）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公司章程》等规定。
（
二） 公司２０１９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
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ｃｎ）上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备注

提案名称

累计投票提
案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等额选举

六、审议通过《
关于提名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４票，反对票０票，弃权票０票。
同意提名方泽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方泽亮先生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
举通过且取得证券监管部门核准的证券公司监事任职资格后正式履职，任期至第六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１２３６
证券简称：红塔证券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０１6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２０１９年上半年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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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证监会公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
上证公字
求》（
２０１２〕４４号）和《
〔
以下简称“
公司”）董事会编制了截至２０１９
２０１３〕１３号）等有关规定，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６月３０日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９０３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３６，４００万股，发行价格为３．４６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１，２５９，４４０，０００．００元。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东吴证
以下简称 “
东吴证券”） 已将扣除尚未支付的保荐承销费人民币２６，５９３，
券股份有限公司 （
２０７．５５元后的募集资金余额人民币１，２３２，８４６，７９２．４５元于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８日汇入本公司首次公
不含增值税）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开发行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人民币１，２２１，９５７，２２５．９５元。
公司上述募集资金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验资报告》
（
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第ＺＢ１１７５７号）。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为１，２３２，８４６，７９２．４５元，仍存放于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二、募集资金管理与存放情况
（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最大限度的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根据 《
公司法》、《
证券
法》、《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关于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２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管要求》及《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制定了《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以下
简称《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变更、监督等事项作出了明确规
定，在制度层面保证募集资金的规范存放和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公司已在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以
根据《
下简称“
红塔银行昆明分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２０１９年６月，公司、东吴证券和红塔银行
昆明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以下简称“
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三方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范本）》无重大差
的权利与义务。 该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
异。 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符合三方监管协议的约定及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
（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募集汇入金额

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余额

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

１０２０１２１０００２１３１１０

１，２３２，８４６，７９２．４５

１，２３２，８４６，７９２．４５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仍为１，２３２，８４６，７９２．４５元，仍存放于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截至２０１９年６月３０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特此公告。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不含发行费用］

１２２，１９５．７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不适用

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０

截至期
末累计
截至期 项目
截至期 投入金
末投 达到
末
额与承
入进度 预定
累计投 诺投入
（
％） 可使
入
金额的
（
４）＝ 用状
金额
差额
（
２）／ 态日
（
（
２）
３）＝
（
期
１）
（
２）－
（
１）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项目
可行
是否
性是
达到
否发
预计
生重
效益
大变
化

不适
用

不适
用

否

一

一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
更项
目，
含部
分变
更
（
如
有）

补充公司资本金

不适
１２２，１９５．７２
用

１２２，１９５．７２

０

０

０

－

０％

不适
用

合计

一一

１２２，１９５．７２

０

０

０

－

０％

一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１２２，１９５．７２

调整后
投资总额

截至
期末
承诺
投入
金额
（
１）

半年
度投
入金
额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
签名）：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

股

备注

１．００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刘万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应选人数（
６）人
√

１．０２

选举田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３

选举肖春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４

选举李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５

选举胡忠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６

选举李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２．００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方文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０２

选举王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０３

选举曹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００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李青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３．０２

选举赵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３．０３

选举张争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
应选人数（
３）人

应选人数（
３）人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１、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加盖公司公章的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加
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
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２、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
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登记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９：００－１７：３０；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９：００－１４：３０。
４、 登记地点：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６９号甘肃投资集团大厦２４楼本公司证券
部。
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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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携带好相关证件，以便
登记入场。
６、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到场。 公司提请各股东注意，
若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或其代理人、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或其代理人在现场参会时未能提供
上述文件供核验的，公司工作人员将有权拒绝承认其参会或表决资格。
７、联系方式：联系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６９号甘肃投资集团大厦２４楼；联
系人：戴博文；联系电话：０９３１一８３７８５５９；传真：０９３１－８３７８５６０（
传真请注明：股东大会登记）；
邮政编码：７３００４６；电子邮箱：ｎｙｆｚｄｂｗ＠１６３．ｃｏｍ。
８、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等费用自理。
９、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
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公司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地址为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参加投票。 （
参加网络投票时的具体操作详见附
联网投票系统（
件１）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１：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２：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附件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电投投票”。
１、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
３６０７９１”，投票简称为“
２、填报选举票数。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Ａ投Ｘ１票

Ｘ１票

对候选人Ｂ投Ｘ２票

Ｘ２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为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
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
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
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０ 票。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提案１．００，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６位）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６，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
举票数在６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提案２．００，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３位）
②选举独立董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３，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
举票数在３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提案３．００，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３位）
③选举监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３，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
举票数在３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投票时间：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的交易时间，即９： ３０一１１： ３０ 和１３：００ 一１５：００。
２、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３：
１、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６日（
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３：００。
００，结束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２、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
份认证业务指引（
深交所数字证书”或“
深交所投资
２０１６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３、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ｈｔｔｐ：／／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ｎ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２：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
本公司）出席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７日在甘肃省兰州
市城关区北滨河东路６９号甘肃投资集团大厦２４楼会议室召开的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
本公司）无指示，则受托人可自
公司２０１９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若本人（
行斟酌投票表决。
委托人股票账号：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累积投票提
案

同意票数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１．００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０１

选举刘万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应选人数（
６）人

１．０２

选举田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３

选举肖春梅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４

选举李浩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５

选举胡忠群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１．０６

选举李园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

２．００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选举方文彬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０２

选举王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２．０３

选举曹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３．００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３．０１

选举李青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３．０２

选举赵莉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３．０３

选举张争英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

应选人数（
３）人

应选人数（
３）人

注：
１、以上议案投票采取累积投票制。 应选出非独立董事６名，独立董事３名，监事３名，非独立
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应分开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
配（
可以投出零票），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２、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３、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委托人签名（
法人股东法人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
月
日
委托日期：２０１９年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９１
债券代码：１１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甘肃电投
债券简称：１５甘电债

公告编号：２０１９－４０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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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１、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３
日向各监事发出。
２、会议召开时间及方式：会议于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８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３、会议的出席情况：本次通讯表决会议应参加监事３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３人。
４、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
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会进行换届选
举。 监事会同意公司控股股东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电投集团”）提名
的李青标、赵莉、张争英为公司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以上候选人员简历附后。
根据《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选举监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其中２名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
工大会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第七届监事会。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之
日起生效。 在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就职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全体监事仍应履行职务。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３ 票同意、０ 票反对、０ 票弃权。
以上相关议案详细内容见同日《
证券时报》或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甘肃电投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９日
附件：
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青标，男，１９６５年９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历任平凉发电有限
责任公司总会计师、 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审计监察部主任、 财务管理部主任。
２０１６年２月至２０１８年７月任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 财务管理部主任；
甘肃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
２０１８年７月至今任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员、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目前兼任甘肃电投张掖发电
有限责任公司等电投集团控参股公司董事、监事；李青标持有公司股份１４０００股；不存在不得
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
的情形；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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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莉，女，１９７６年５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历任甘肃电投辰旭投资开发
公司财务管理部副主任、运营稽核部主任；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管理部核
算管理主管；２０１８年９月至今任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与资产管理部副主任。
赵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与持有公司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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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争英，女，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历任甘肃电投张掖发电
有限公司经营策划部副主任、主任；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与投资监管部综
合管理主管；２０１９年６月至今任甘肃省电力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营与投资监管部副主任。
张争英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惩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除上述在控股股东单位任职外，与持有公司
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非失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票上市规则》及
信被执行人；符合《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