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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修订案

原制度 修订后

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公司风险管理机制， 提高公司风险管理能

力，促进公司规范经营和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依据《证券法》、

《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证券公

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办法》、《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

《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结合

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一条 为建立和完善公司风险管理机制，提高公司风险管理能力，

促进公司规范经营和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依据《证券法》、《证券

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证券公司风险

控制指标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

《证券公司全面风险管理规范》、《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指

引》等法律法规和自律规则，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全面风险管理，是指公司董事会、经理层以及

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对公司经营中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

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洗钱风险等各类风险，进行准确识别、

审慎评估、动态监控、及时应对及全程管理。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全面风险管理，是指公司董事会、经理层以及全

体员工共同参与，对公司经营中的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

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洗钱风险、信息技术风险等各类风险，进

行准确识别、审慎评估、动态监控、及时应对及全程管理。

第十五条 公司其他风险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在承担本部门内部的

风险控制职能外，应分别在反洗钱、资金流动性、信息技术、客户

资产、人力资源和实物资产等方面履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职能。

第十五条 公司信息技术部门负责建立、 健全公司信息技术风险管

理体系，负责管理信息技术风险，确保公司信息系统和数据安全。

第十六条 公司其他风险管理相关职能部门， 应分别在反洗钱

风险管理、客户资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实物资产管理等方面履

行相应的风险管理职能。

第二十条 公司应将所有子公司以及比照子公司管理的各类孙公

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子公司风险管理工作负责人由公司首席风险官推荐、任免和

考核，考核权重不低于50%，且在首席风险官指导下开展风险管理

工作，并履行风险报告义务。

第二十一条公司应将所有子公司以及比照子公司管理的各类孙公

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子公司风险管理工作负责人由公司首席风险官提名， 子公司

董事会聘任，其解聘应征得首席风险官同意。

子公司风险管理工作负责人由公司首席风险官考核， 考核权

重不低于50%，且在首席风险官指导下开展风险管理工作，并履行

风险报告义务。

第二十九条 公司应当选择风险价值、信用敞口、压力测试等模型

或方法来计量和评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可量化的风险类型。

公司风险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估值与风险计量模型的有效

性进行检验和评价，确保相关假设、参数、数据来源和计量程序的

合理性、可靠性及其局限性，并根据检验结果进行补充、调整和改

进。

金融工具的估值及风险计量应当以公司风险管理部门确认

的数值为准。

第三十条 公司应当选择风险价值、信用敞口、压力测试等模型或方

法来计量和评估市场风险、信用风险等可量化的风险类型，但应当

充分认识到所选方法或模型的局限性，并采用有效手段进行补充。

公司应规范金融工具估值的方法、 模型和流程， 建立业务部

门、分支机构、子公司与风险管理部门、财务部门的协调机制，确保

风险计量基础的科学性。 金融工具的估值方法及风险计量模型应

当经公司风险管理部门确认。

公司风险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估值与风险计量模型的有效性

进行检验和评价，确保相关假设、参数、数据来源和计量程序的合

理性、可靠性及其局限性，并根据检验结果进行调整和改进。

第三十条 公司风险管理相关职能部门应通过建立风险监控系统

等手段针对公司下达的关键风险指标进行监控，对超过预警阀值

的情形和突发性风险， 监控部门应按风险程度向首席风险官、公

司经理层直至董事会进行报告。

第三十一条 公司应当建立健全逐日盯市等风险监控机制， 准确计

算、监控各级关键风险指标情况，及时预警超越各级风险限额的情

形，明确报告路径和处理方法，对超过预警阀值的情形和突发性风

险， 应按风险程度向首席风险官、 公司经理层直至董事会进行报

告。

第三十二条 风险报告……

公司风险管理部门应汇总、分析监控结果以及各部门、各业

务的风险情况并提出相关管理建议，以日报、月报形式向首席风

险官、总裁及相关管理人员报送；以季度、年度风险评估报告的形

式向总裁办公会和董事会或其下设的风险控制委员会报告；

……。

第三十三条 风险报告……

公司风险管理部门应汇总、分析监控结果以及各部门、各业务

的风险情况并提出相关管理建议，以日报等形式向首席风险官、总

裁及相关管理人员报送；以季度、半年度、年度报告的形式向总裁

办公会和董事会下设的风险控制委员会报告，其中半年度、年度报

告还应报董事会和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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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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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20年3月29日通过传真或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关于召开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

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

2.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8日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

3.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现场出席监事7名，监事田奎武先生授权委托监事王化民先生代为出席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监事何建芬女士授权委托监事长杨树财先生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4.本次监事会会议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审议事项

会议由公司监事长杨树财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报告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专项说明尚需在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上向公司股东报告。

6.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预计的2020年与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可能发生的

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日常经营产生，拟采用市场化定价方式，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同时， 公司监事会审阅了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2019年度合规管理工作报

告》、《公司2019年度全面风险管理报告》、《公司2019年度洗钱风险管理报告》、《公司2019年度廉洁从

业管理情况报告》、《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关于募集资金2019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等七项报告，监事会对报告表述内容无异议。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公司2019年度监事薪酬及考核情况专项说明》、《公司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公司2019年度社

会责任报告》、《关于募集资金2019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与本公告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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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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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1.变更原因及变更时间

根据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以下简称“新收入准则” ）要

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并对收入相关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2.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等38项具体准则

的通知》（财会[2006]3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及财政部《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

-应用指南〉的通知》（财会[2006]18号）中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应用指南》，并据此制定

公司收入相关会计政策。

3.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新收入准则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二是

以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三是对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

计处理提供了更明确的指引；四是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 公

司根据新收入准则和应用指南，结合公司业务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公司收入相关会计政策。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主要影响

根据新收入准则的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仅调整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当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息不予调整。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预计不

会对公司净利润、总资产和净资产产生重大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

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和要求，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进行了审议，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地反映公司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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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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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公司对

2020年可能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与关联方银华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华基金” ）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林银行” ）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事项主要是交易席位租赁、金融产品代销、自有资金存放、资产管理服务等证券和金融相关服

务。

2020年4月8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该议案采取分项表决的方式，表决情况如下：

1.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李福春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2.预计与吉林银行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关联董事宋尚龙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该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将对本议案进行逐项表决，在审议预计与

吉林银行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子议案时，关联股东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集

团” ）将回避表决。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1.预计与银华基金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0年预计金额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9年

发生金额

证券和

金融服务

公司向银华基金出租交易席位

取得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及行

业惯例

由于具体业务规模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445.34 869.66

公司为银华基金代销金融产品

取得收入

14.55 148.11

2.预计与吉林银行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0年预计金额

截止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2019年

发生金额

金融服务

公司自有资金存放在吉林银行

取得利息收入

参照市场价格及行

业惯例

由于具体业务规模难以预

计，以实际发生数计算。

2,604.58 4,746.80

公司为吉林银行提供资产管理

服务取得收入

2,149.00 181.74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

实际发生额占

同类业务比例

（%）

实际发生额与预计

金额差异

（%）

证券和

金融服务

银华基金

出租交易席位

取得租赁收入

869.66 - 6.62% -

代销金融产品

取得劳务收入

148.11 - 10.37% -

吉林银行

自有资金存款

取得利息收入

4,746.80 - 11.63% -

资产管理服务

取得的收入

181.74 - 1.11% -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

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的说明（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王珠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2.22亿元

公司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6008号特区报业大厦19层

主要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和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项目。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截至2019年12月31日，银华基金总资产390,738.68万元，净资产273,283.03万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3,091.50万元，净利润57,419.24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银华基金是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持有银华基金18.90%股份，公司董事长李福春先生任该公司董

事。

3.履约能力分析

银华基金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宇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85.67亿元

公司住所：长春市经济开发区东南湖大路1817号

主要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

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提供担保；代理

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办理委托存贷款业务；代理销售黄金业务；办理结汇、售汇

业务；外汇借款；外币兑换；发行或代理发行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买卖或代理买卖股票以外的外

币有价证券；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

务。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19年9月30日，吉林银行总资产37,721,755.20万元，净资产2,

659,165.08万元；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99,102.10万元，净利润98,786.36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吉林银行是公司第一大股东亚泰集团的参股企业，亚泰集团持有本公司30.81%股份，持有吉林银行

8.22%股份，公司董事宋尚龙先生任该公司董事。

3.履约能力分析

吉林银行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席位出租租赁收入：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向关联方出租交易席位取得的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

业惯例定价。

2.代销金融产品收入：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作为代销渠道可能为关联方代销其旗下金融产品，关联

方支付给公司的管理费分成、申购赎回费等收入，参照市场价格及行业惯例定价。

3.存款利息收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部分自有资金存放在吉林银行取得的利息收入，参照金融行业

同业存款的市场利率水平进行定价。

4.资产管理服务收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吉林银行提供资产管理服务取得的收入，参照市场价格

及行业惯例定价。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在预计的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公司根据业务正常开展需要，新签或续签相关协议。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

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

（二）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均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有利于提高公司

的综合竞争力。

（三）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

依赖。

五、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一）事前认可意见

1.公司预计的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产生，有助于公司业务开展，不会对公司

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也不会因此类交易事项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2.公司与关联人将按照客观公平、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以公允的价格和交易条件确定双方

的权利义务关系，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利益输送或损害公司及非

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关联交易预计事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基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将《关于预计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意见

公司预计的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公司关

联交易制度》的规定，已经公司管理层充分论证和谨慎决策，关联交易按照市场价格或行业惯例进行定

价，定价原则合理、公平，不存在损害公司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

等互惠关系，不存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686� � �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0-017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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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和公司会计政策，为公允地反映公司2019年12月31日财务状况及

2019年的经营成果， 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2019年度共计提信用减值损失24,136.59万元，计

提其他资产减值损失73.77万元。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9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

信用减值损失 24,136.59

其中：融出资金 757.21

股票质押回购融出资金 17,054.88

应收利息 3,527.03

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 2,797.47

其他资产减值损失 73.77

合计 24,210.36

二、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19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其他资产减值损失共计24,210.36万元， 减少2019年度合并利润

总额24,210.36万元，减少2019年度合并净利润18,157.77万元。

三、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具体说明

（一）公司2019年度计提信用减值损失24,136.59万元，主要涉及以下资产：

1.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公司2019年度共计提买入返售金融资产减值准备17,054.88万元，其中：股票质押回购业务计提17,

054.88万元,主要涉及利源精制（002501）、恒康医疗（002219）、上海莱士（002252）等质押股票。

2.应收利息

公司2019年度共计提应收利息坏账准备3,527.03万元， 其中： 股票质押违约利息计提减值准备3,

379.05万元；融出资金违约利息计提减值准备2.09万元。

3.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

公司2019年度共计提应收款项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2,797.47万元，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准备2,

861.20万元；按组合计提坏账准备-63.73万元。

4.融出资金

公司2019年度共计提融出资金减值准备757.21万元。

（二）公司2019年度计提其他资产减值损失73.77万元，其中：期货子公司现货业务计提的存货跌价

损失50.71万元。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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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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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说明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拟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费用合计为人

民币70万元整。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1996年3月注册成立于北京。 前身为邮电部直属的中鸿信建元会计师事务所，

1998年完成脱钩改制并变更为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3年经北京市财政局批准转制为特殊普

通合伙制企业，现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楼四层，在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上海、广

州、深圳、苏州、西宁、济南、长沙、合肥、郑州、西安、重庆设有分所。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是首批取得财政部、证监会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事务所。 二十多年来，先

后从事证券业务近80家，一直是国内长期从事证券期货服务业务的全国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同时具

有特大型国有企业审计业务资格、从事金融相关审计资格、司法鉴定资格；为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

会会员、中国证券业协会会员。 全国首批第三方节能量审核机构，北京第一批碳排放交易核查机构（唯

一入选的会计师事务所）。

截至 2018年末，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已按照行业相关规定购买职业保险累计风险赔偿额度8,000万

元，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具有较强的投资者保护能力。

（二）人员信息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现有从业人员1,100人，其中合伙人50名，首席合伙人为田雍先

生。截止到2019年末拥有注册会计师 418名，近一年来注册会计师没有大的变动，其中超过300名注册会

计师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

（三）业务规模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2018年度业务收入 2.22�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1.76�亿元，总计为近1,000家公

司提供审计服务，其中20家为上市公司，证券业务收入4,340万元。 对于本公司所在行业，该所及审计人

员拥有丰富的审计业务经验。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所服务的上市公司主要分布在制造业（16家）、金融证

券业（3家）、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家），总资产均值为120.77亿元。

（四）执业信息

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

形。

项目合伙人及拟签字会计师支力，中国注册会计师，自1996年起一直从事审计工作，在资本市场的

IPO、上市公司会计审计服务、资产证券化、新三板挂牌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深度参与了2007-2010

年间全国证券公司治理整顿和政策性关闭清算会计审计工作； 作为合伙人先后参与及负责了吉发股

份、吉林制药、吉林化纤、东北证券、中科英华、海南海德、紫鑫药业、通葡股份、龙韵股份（IPO）、吉林敖

东、通化通宝等十余家上市公司审计服务工作。 支力先生兼任迪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吉

林市吉晟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

拟签字会计师赵幻彤，中国注册会计师，自2009年起一直从事审计工作，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会计

审计服务、资产证券化、新三板挂牌等方面具有执业经验；深度参与了全国证券公司治理整顿和政策性

关闭清算会计审计工作；作为项目负责人、签字会计师先后主持了吉林化纤、东北证券等上市公司审计

服务工作，负责了吉林城发集塑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碳谷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股转挂牌及年报审

计业务，无兼职情况。

拟任质量控制复核人姜莉，中国注册会计师，自1992年起一直从事审计工作，在资本市场上市公司

会计审计服务、证券资格事务所内部质量管理方面具有工作经验；作为项目负责人先后参与及负责了

中科英华、吉林森工、吉林碳素、石砚纸业等上市公司审计服务工作；作为质量控制复核人先后执行了

东北证券、吉林化纤、通化金马、紫鑫药业、通化东宝、通葡股份、亚泰集团等十数家上市公司的质量控

制复核工作，无兼职情况。

（五）诚信记录

最近三年，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曾于2017年受到行业协会通报批评1次，于2018年受到北京财政监管

局责令整改1次，于2019年收到地方证监局警示函3次。

该所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三年不存在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

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的情况。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通过对审计机构提供的资料进行审核并进行专业判断，认为中准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财政部、证监会批准的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计资格，具有丰富的上市公司、

金融企业审计经验，在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独立、客观、公

正地完成了审计工作，同意公司继续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

构。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和独立意见

1.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首批取得财政部、

证监会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事务所，是国内长期从事证券期货服务业务的全国性会计师事务所

之一。 在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独立、客观、公正地完成了审计

工作，同意公司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同意将该项议案提

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

及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认真履行职责，独立、客观、公正地完成了审计工作，同意公司续聘中准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三）董事会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0年4月8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同意票1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

了《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聘任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

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报备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聘任意见；

3.独立董事签署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4.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营业执业证照，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业务联系人信息和联系方

式，拟负责具体审计业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身份证件、执业证照和联系方式；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〇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686� � � �证券简称：东北证券 公告编号：2020-018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3月经营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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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2010年修订），现披露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母公

司）及全资子公司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20年3月的主要财务数据。

东北证券（母公司）及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3月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公司名称

2020年3月 2020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东北证券（母公司） 26,708.65 12,074.51 1,495,311.99

东证融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4,283.77 2,713.34 103,612.58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特此公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十日

证券代码：601318� �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2020-031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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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年度股东大会” 或“会

议”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4月9日

（二） 会议召开的地点：中国广东省深圳市观澜泗黎路402号平安金

融管理学院平安会堂

（三） 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

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8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780

H股股东人数 4

2、出席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05,822,36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03,029,312

H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602,793,050

3、出席年度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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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51245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745179

H股股东持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767275

注：有权出席年度股东大会并投票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8,210,234,607

股（本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A股股份不享有年度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由本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明

哲先生主持。 会议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中国平

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本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本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14人；

2、 本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盛瑞生先生出席了会议；本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 董事候选人、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与北京安杰

（深圳）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0,910,136 99.915336 359,800 0.014374 1,759,376 0.070290

H股 5,568,027,550 99.379497 563,500 0.010057 34,202,000 0.610446

普通股合计： 8,068,937,686 99.544961 923,300 0.011390 35,961,376 0.443649

2、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0,905,636 99.915156 360,600 0.014406 1,763,076 0.070438

H股 5,568,027,550 99.379497 563,500 0.010057 34,202,000 0.610446

普通股合计： 8,068,933,186 99.544905 924,100 0.011401 35,965,076 0.443694

3、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0,910,936 99.915368 359,800 0.014374 1,758,576 0.070258

H股 5,568,027,550 99.379497 563,500 0.010057 34,202,000 0.610446

普通股合计： 8,068,938,486 99.544971 923,300 0.011390 35,960,576 0.443639

4、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包括本公

司2019年度审计报告及本公司经审核财务报表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0,908,036 99.915252 361,000 0.014422 1,760,276 0.070326

H股 5,568,027,550 99.379497 563,500 0.010057 34,202,000 0.610446

普通股合计： 8,068,935,586 99.544935 924,500 0.011405 35,962,276 0.443660

5、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建议宣派

末期股息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1,372,603 99.933812 447,300 0.017870 1,209,409 0.048318

H股 5,590,434,550 99.779423 11,500 0.000205 12,347,000 0.220372

普通股合计： 8,091,807,153 99.827097 458,800 0.005660 13,556,409 0.167243

6、 议案名称： 审议及批准 《关于聘用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中国审计

师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国际核数师，任期直至下届年度股

东大会结束时止，并授权董事会授权本公司管理层厘定其酬金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97,218,038 99.767830 4,543,465 0.181519 1,267,809 0.050651

H股 5,563,232,833 99.293920 27,195,320 0.485388 12,364,897 0.220692

普通股合计： 8,060,450,871 99.440260 31,738,785 0.391556 13,632,706 0.168184

7、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履职评价》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0,909,236 99.915300 359,900 0.014378 1,760,176 0.070322

H股 5,567,862,800 99.376556 564,500 0.010076 34,365,750 0.613368

普通股合计： 8,068,772,036 99.542917 924,400 0.011404 36,125,926 0.445679

8、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发行债券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1,288,196 99.930440 396,600 0.015844 1,344,516 0.053716

H股 5,575,502,156 99.512906 175,250 0.003127 27,115,644 0.483967

普通股合计： 8,076,790,352 99.641838 571,850 0.007054 28,460,160 0.351108

9、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建议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H股股

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授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超

过本公司已发行H股20%的新增H股，即不超过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8.15%，

有关发行价格较证券的基准价折让（如有）不得超过10%（而非《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设定的20%上限），并授权董事会对《公司

章程》作出其认为适当的相应修订，以反映配发或发行股份后的新股本结

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30,571,189 89.114865 270,534,515 10.808284 1,923,608 0.076851

H股 3,466,996,923 61.879796 2,106,909,633 37.604631 28,886,494 0.515573

普通股合计： 5,697,568,112 70.289822 2,377,444,148 29.330080 30,810,102 0.380098

10、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00,798,104 99.910860 364,300 0.014554 1,866,908 0.074586

H股 5,573,432,870 99.475972 2,546,836 0.045457 26,813,344 0.478571

普通股合计： 8,074,230,974 99.610263 2,911,136 0.035914 28,680,252 0.353823

11、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选举陆敏先生为

本公司执行董事，任期至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80,836,437 99.113359 19,987,366 0.798527 2,205,509 0.088114

H股 5,482,418,792 97.851531 95,160,258 1.698443 25,214,000 0.450026

普通股合计： 7,963,255,229 98.241176 115,147,624 1.420555 27,419,509 0.338269

陆敏先生的委任须待获得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其董事任

职资格核准后方会生效。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962,719,102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387,943,270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150,710,231 99.856234 447,300 0.038816 1,209,409 0.10495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399,100,508 99.904623 61,700 0.015445 319,315 0.079932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751,609,723 99.830559 385,600 0.051216 890,094 0.118225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除外）在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审议及批准 《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及建议宣派末

期股息

1,538,653,501 99.892443 447,300 0.029040 1,209,409 0.078517

11

审议及批准《关于选

举董事的议案》，选

举陆敏先生为本公

司执行董事，任期至

第十一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1,518,117,335 98.559194 19,987,366 1.297620 2,205,509 0.14318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会议第1-7及1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 均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会议第8-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均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于华明、钟兢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安杰（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0日

证券代码：601318� � �证券简称：中国平安 公告编号：临 2020-032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任职资格获

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

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谢永林先

生和陈心颖女士董事任职资格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176号）。 据此，谢

永林先生和陈心颖女士担任本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委任自批

复之日2020年4月3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9日

证券代码：600292� � � �证券简称：远达环保 编号：临2020－009号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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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0

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2,

900万元左右，同比减少97%左右。

2.公司预计2020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2,800万元左右，同比减少96%左右。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减少2,900万元左右，同比减少97%左

右。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减少2,800万元左右，同比减少96%左右。

（三）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01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876万元。

（二）每股收益：0.04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环保工程项目未按期复工，以及火电

利用小时下降，脱硫脱硝特许经营上网电量减少，导致公司业绩下滑。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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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人脸活体检测算法获BCTC认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福建

英吉微电子设计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人脸活体检测算法于2020年4月8日

获得国家金融IC卡安全检测中心-银行卡检测中心（以下简称“BCTC” ）

的技术认证。 具体情况如下：

一、技术认证基本情况

1.产品型号：NewCamera� V1.0.0

2.检测项目：活体检测（增强级）

3.认证有效期：2020年4月8�至2022年4月8日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始终致力于机器视觉领域的技术研发与沉淀，继图形码识读领域

后， 过去几年在人脸识别领域的专项化延伸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与积累。

2020年3月， 公司人脸识别算法团队在计算机视觉界国际顶级会议

CVPR2020（国际计算机视觉与模式识别会议）的配套赛事一一跨种族人

脸活体检测竞赛中，获得多模态活体检测全球第四名，系国内企业最高名

次，其中关键指标假体辨别率得分为全球最佳。

此次通过银行卡检测中心认证，系公司成功进入人脸识别算法市场后

的首次重要商业化突破， 对公司具有较强的里程碑意义。 公司跻身BCTC

刷脸支付体系人脸识别算法厂商，有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金融支付行业影

响力。 未来，公司将继续致力于机器视觉与人脸识别技术的研发工作，同时

充分发挥产业优势，积极推进相关技术在金融支付、数字治理等领域的商

业化应用。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仅限于获得相关技术认证，实际销售情况取决于未来市场的

推广效果，目前尚无法预测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大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0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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