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金一文化

股票代码：00272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6号1521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66号1521室

一致行动人名称：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一致行动人住所：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1082号4幢301室

一致行动人通讯地址：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1082号4幢301室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同一实际控制人下股份变动）

签署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

露义务人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根据《证券法》、《收购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北京

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一文化”或“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没有通过任何其

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金一文化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

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 义

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具有以下含义：

上市公司、金一文化 指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海鑫资产 指 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碧空龙翔、控股股东、一致行

动人

指 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系金一文化控股股东

本报告书、 简式权益变动报

告书

指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海科金、海科金集团 指 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海淀国资中心 指 北京市海淀区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海淀区国资委 指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关村发展 指 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创高科 指 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

实创科技 指 北京实创科技园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玉渊潭农工商 指 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农工商总公司

中关村科技园 指 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创业服务中心

天夏智慧 指 天夏智慧城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网力 指 东方网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投资 指 北京中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第

15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一一权益变

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本报告书中所列数据可能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

（一）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6

号

1521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059261598J

法定代表人 张学英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12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12

月

14

日

-2032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投资管理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66

号

1521

室

通讯方式

010-82488078

控股股东名称 海科金集团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武雁冰 执行董事

110104************

中国 北京 否

张学英 经理

610113************

中国 北京 否

张文 监事

370631************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

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碧空龙翔

（一）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碧空龙翔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

1082

号

4

幢

301

室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4674284804F

法定代表人 韩明清

注册资本

30.4914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8

年

4

月

14

日

营业期限

2008-04-14

至

2038-04-13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

通讯地址 上海市嘉定区沪宜公路

1082

号

4

幢

301

室

通讯方式

021-51215388

控股股东名称 海科金集团

（二）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

地区居留权

韩明清 执行董事

370202************

中国 北京 否

丁燕 监事

110104************

中国 北京 否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人员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亦不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金一文化以外，一致行动人不存在持有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权益的股

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与海淀区国资委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

示：

由上图可知，信息披露义务人和一致行动人的控股股东均为海科金集团，海淀区国资委通过其全资控

股的海淀国资中心控制海科金集团，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实际控制人。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是碧空龙翔因自身债务问题而导致其原持有的上市公司4,000万股股份被司法拍卖。北京

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4日出具了(2019)京03执恢168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卖碧空龙翔持有

的金一文化无限售流通股4,000万股。根据阿里拍卖平台发布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上述股份由海鑫资

产竞得。

海鑫资产对本次拍卖股份的取得，有利于稳固海淀区国资委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地位。

二、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在未来12个月内海鑫资产拟通过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的股份。若发生其

他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碧空龙翔因自身债务问题而导致其原持有的上市公司4,000万股股份于2019年12月9日被司法拍卖，海

鑫资产通过竞拍的方式取得该部分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碧空龙翔

149,383,805 17.90% 109,383,805 13.10%

海鑫资产

13,157,894 1.58% 53,157,894 6.37%

合计

162,541,699 19.47% 162,541,699 19.47%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合计控制上市公司19.47%的股份，未发生变化。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持上市公司股份存在的权利限制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53,157,894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信息披露

义务人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任何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股份被质押、冻结、司法拍卖、托管、设定信托

或者被依法限制表决权等情形。

本次权益变动后，一致行动人碧空龙翔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为109,383,805股，全部为无限售流通股，被质

押股份为92,500,000�股，被冻结股份为109,383,805股，碧空龙翔持有的109,383,805股将在“阿里拍卖·司法”

网（https://sf.taobao.com）公开拍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3日发布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所持

部分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121）。

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的相关手续。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它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金一文

化股票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一致行动人碧空龙翔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买卖金一文

化股票的情况。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

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依法要求信息披

露义务人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张学英

年 月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韩明清

年 月 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营业执照；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

证明；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签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查阅地点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7号国海广场A座7层

法定代表人：周凡卜

电话：010-68567301

传真：010-68562001

联系人：韩若愚

投资者也可以在深交所网站（www.szse.cn）查阅本报告书全文。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张学英

一致行动人：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韩明清

年 月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A

座

7

层

701-716

室

股票简称 金一文化 股票代码

00272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

西路

66

号

1521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增 加

□

减 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

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

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

13,157,894

股

持股比例：

1.58%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

40,000,000

股

变动比例：

4.7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

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

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张学英

一致行动人：上海碧空龙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韩明清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200771� � � �证券简称：杭汽轮B� � � �公告编号：2019-74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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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一次董事会于2019年12月5日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9年12月10日下午

在公司汽轮动力大厦第六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应到董事十人，出席会议的董事十

人（其中董事叶钟以通讯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董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举行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郑斌先生主持。

与会者经审议各项议案后，采用记名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

1、审议《关于选举郑斌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2、 审议《关于选举杨永名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4、审议《关于聘任叶钟先生为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5、审议《关于聘任李桂雯女士为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6、审议《关于聘任孔建强先生为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7、审议《关于聘任李健生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8、审议《关于聘任王峥嵘先生为副总经理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9、审议《关于聘任赵家茂先生为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10、审议《关于聘任王财华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1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以上被选举和被聘任人员的任期自公司第八届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1；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详见附件2。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1、简历

郑 斌先生，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曾任杭州东风船舶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2009年3月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2010年6月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2013年6月， 任公司董

事、总经理；2014年12月任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2016年5月18日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现任公司第八

届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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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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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永名先生，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历任公司营销管理处副处长、处长，杭州东风船舶制造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副董事长；2013年起，

任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3年6月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2016年5月18日任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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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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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 钟先生，1968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1990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二汽车间副主任、总装车间副主任、副总工程师；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总工程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公司第四届、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总工程

师；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2014年12月起任公司总经理；2016年5月18日任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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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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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桂雯女士，1970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1992年进入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工作，历任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总经办副主任、经济管理部副部长。2007年8月起任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

司战略发展部部长。2013年8月起任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职工董事。2017年11月起任杭州汽轮动力集团董事会

秘书。2019年1月起任公司第七届董事；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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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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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建强先生，1970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2年7月参加工作，

历任公司汽轮机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所长、副总工程师、工业透平研究院院长；2013年6月当选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2014�年12月任公司总工程师。2016年5月18日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公司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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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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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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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生先生，1963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82年2月进入本公

司参加工作，历任公司研究所四室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工业透平研究院副院长、公司副总经理助理兼生产

管理处处长。2014年12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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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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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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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峥嵘先生,197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1992年进入公司工作,历任公

司销售处副处长、处长、营销党支部书记。2010年3月起担任公司党委委员,2015年6月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

兼汽轮机营销事业部部长。2017年6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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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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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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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家茂先生,1975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1995年进入杭州汽轮动力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处工作,历任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杭州汽轮动力科技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处长,总经理助理兼资产管理部部长、财务处处长、合同审

核处处长。2018年1月起任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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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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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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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财华先生，198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学士、法学学士；经济师，

社会工作师；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2007年5月至今在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法规处工作，主要从

事证券、法律事务管理工作。2016年4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5月起任公司证券法规处副处长。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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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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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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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

一、战略委员会人员名单

主任：郑斌

委员：郑斌、顾新建、章和杰、张小燕、杨永名

二、提名委员会人员名单

主任：张小燕

委员：张小燕、顾新建、陈丹红、郑斌、杨永名

三、审计委员会人员名单

主任：陈丹红

委员：陈丹红、章和杰、张小燕、杨永名、王钢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名单

主任：章和杰

委员：章和杰、顾新建、陈丹红、郑斌、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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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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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八届一次监事会于2019年12月5日发出通知， 于2019年12月10日下午在本公

司汽轮动力大厦第六会议室举行，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公司现有监事五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的监事

五人。出席会议的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举行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士杰先生主持。

与会者经审议各项议案后，采用记名表决方式通过了下列议案：一、审议《关于选举李士杰先生为第八

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经表决，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此议案。

李士杰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李士杰先生，1969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历任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供应处处长、杭州汽轮辅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兼党总

支书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2016年5月18日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第八届监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

情形，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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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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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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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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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于2019年11月23日发出《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9-70）。上述公告已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2月10日（星期二）13: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交易日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15:00至

2019年12月1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汽轮动力大厦第六会议室（杭州市东新路1188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郑斌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06名，代表股份524,276,2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9.53%。

其中：国家股股东（内资股东）代表1名，所持股份479,82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64%；境

内上市外资股（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5名，共代表股份44,451,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90%。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3名， 代表股份507,953,0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7.3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53名，代表股份16,323,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

2、其他到会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常年法律机构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19�年修订）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42,150,145 94.82% 615,074 1.38% 1,686,198 3.79%

合计

521,974,945 99.56% 615,074 0.12% 1,686,198 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42,150,145 94.82% 615,074 1.38% 1,686,198 3.79%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41,804,613 94.05% 1,548,197 3.48% 1,098,607 2.47%

合计

521,629,413 99.50% 1,548,197 0.30% 1,098,607 0.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41,804,613 94.05% 1,548,197 3.48% 1,098,607 2.47%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3.01《回购股份的目的、方式、价格区间》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合计

524,255,417 100.00% 20,800 0.00%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3.02《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合计

524,255,417 100.00% 20800 0.00%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3.03《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合计

524,255,417 100.00% 20,800 0.00%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3.04《回购股份的期限》；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合计

524,255,417 100.00% 20,800 0.00%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3.05《回购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合计

524,255,417 100.00% 20,800 0.00%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3.06《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 比例

内资股东

479,824,800 100.00% 0 0.00% 0 0.00%

B

股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合计

524,255,417 100.00% 20,800 0.00% 0 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中小股东

44,430,617 99.95% 20,800 0.05% 0 0.00%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选举郑斌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3,928,873

合计

513,753,673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99%

表决结果 通 过

4.02�选举杨永名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3,445,851

合计

513,270,651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90%

表决结果 通 过

4.03选举叶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3,552,918

合计

513,377,718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92%

表决结果 通 过

4.04选举王钢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40,687,973

合计

520,512,773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9.28%

表决结果 通 过

4.05选举孔建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3,426,918

合计

513,251,718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90%

表决结果 通 过

4.06选举李桂雯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3,749,317

合计

513,574,117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96%

表决结果 通 过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选举张小燕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3,112,924

合计

512,937,724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84%

表决结果 通 过

5.02选举陈丹红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2,812,925

合计

512,637,725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78%

表决结果 通 过

5.03选举顾新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2,817,925

合计

512,642,725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78%

表决结果 通 过

5.04选举章和杰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3,007,525

合计

512,832,325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82%

表决结果 通 过

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6.01选举李士杰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2,993,855

合计

512,818,655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81%

表决结果 通 过

6.02选举王晓慧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3,551,446

合计

513,376,246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92%

表决结果 通 过

6.03选举应巩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股份数

内资股东

479,824,800

B

股股东

32,973,177

合计

512,797,977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97.81%

表决结果 通 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姚振松 、杜闻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签字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200771� � � �证券简称：杭汽轮B� � � �公告编号：2019-77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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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保证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

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召开第四届十四次职工代表大会民主

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会议经民主表决，选举卢建华先生、方寅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上述职工监

事将与公司于2019年 12月10日召开的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非职工监事共同组成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简历

卢建华先生，1962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1981年12月进入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工

会副主席；历任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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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方 寅先生，1962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研究生学历。1982年2月进入公司工作，从事研发

和产品设计工作；历任公司第六届、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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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汽轮机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编号：TCYJS2019H1323

致：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

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杭州

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了审查。

本所律师根据知悉的相关事实和法律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对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和验证，并据此进行了必要判

断，现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符合公司章

程，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性、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的合法性、有效性发表意见。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其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资料，是真实、完整，无重大遗漏的。本法律意见书

是本所律师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掌握的事实及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所发表的法律意见，并依法对此法

律意见承担责任。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必备法律文件予以公

告，并依法对此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11月23日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香港商报》上公告《关于召开2019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英文版）》。

根据上述公告披露的本次股东大会议程，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19年修订）；

2、《关于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3、《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3.01《回购股份的目的、方式、价格区间》；

3.02《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3.03《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3.04《回购股份的期限》；

3.05《回购决议的有效期》；

3.06《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

4、《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选举郑斌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2�选举杨永名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3�选举叶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4�选举王钢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5�选举孔建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06�选举李桂雯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选举张小燕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2�选举陈丹红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3�选举顾新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4�选举章和杰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6.01�选举李士杰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6.02�选举王晓慧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6.03�选举应巩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已按《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于2019年1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

上述议案的内容。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根据会议通知，本次现场会议于2019年12

月10日（星期二）13:30在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1188号汽轮动力大厦召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2月10日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

时间为2019年12月9日15:00至2019年12月10日15:00。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除载明会议召开时间、地点、会议召集人、表决方式等事项外，还包括现场会议

登记事项、参与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两种投票方式）的具体操作流程等内

容。

经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

行，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

（一）截止2019年12月5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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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四）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经核查公司截止2019年12月5日下午收市时的股东名册、 出席会议股东及代理人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

和授权委托证明等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53名，共计代表股份50,795.3070万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54亿股）的67.37%；其中B股股东及代理人共52名，共代表股份2,812.8270万股，占公

司B股股份总数（2.74亿股）的10.26%。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在有效时间内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53名，均

为B股股东，代表股份数共计1,632.3147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

基于上述核查结果，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各股东及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有效。

三、提出新议案的股东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原有会议议程及提出新提案的情况。

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对公告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2019年修订）

同意52197494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56％）、反对6150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12％）、弃权16861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32％）。

2、《关于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5216294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50％）、反对15481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30％）、弃权1098607万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21％）。

3、《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3.01《回购股份的目的、方式、价格区间》

同意5242554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

3.02《拟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同意5242554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

3.03《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同意5242554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

3.04《回购股份的期限》

同意5242554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

3.05《回购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5242554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

3.06《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

同意52425541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100.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

4、《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选举郑斌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137536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99％）。

4.02�选举杨永名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13270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90％）。

4.03�选举叶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133777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92％）。

4.04�选举王钢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205127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9.28％）。

4.05�选举孔建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1325171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90％）。

4.06�选举李桂雯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5135741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96％）。

5、《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1�选举张小燕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1293772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84％）。

5.02�选举陈丹红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126377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78％）。

5.03�选举顾新建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126427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78％）。

5.04�选举章和杰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5128323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82％）。

6、《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6.01�选举李士杰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5128186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81％）。

6.02�选举王晓慧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5133762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92％）。

6.03�选举应巩华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51279797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97.81％）。

经本所律师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上述议案以记名方式逐项进行了表决。根

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第3项议案须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其他5项议案均需经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以普通决议表决通过。上述第4项、第5项及第6项议案均采用了累积投票制。

经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议案均由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大会的股东及其代理人

表决后，以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票数获得通过，上述第1至5项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本次股东代表

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所律师认为，以上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

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无副本。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章靖忠

签署：

承办律师签署：

姚振松

承办律师签署：

杜 闻

二○一九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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