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张骥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毕晶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9,044,582,544.83 9,891,666,078.27 -8.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112,050,825.83 5,971,162,208.75 2.3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189,709.77 -19,301,716.77 406.6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225,960,849.00 3,402,514,210.61 24.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40,894,496.77 123,866,696.11 13.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28,958,669.35 121,664,680.89 6.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23 2.162 增加0.16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08 0.095 13.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08 0.095 13.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920,613.51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

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1,131,528.1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7,704.7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27

所得税影响额 -3,988,609.24

合计 11,935,827.4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

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97,664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7,554,700 15.90 无 国有法人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84,193,104 14.11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279,291 2.55 未知 其他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758,200 1.21 未知 国有法人

邓潮泉 10,511,905 0.81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499,524 0.65 未知 其他

台州铭泰矿业有限公司 4,454,200 0.34 未知 其他

侯建湘 4,270,680 0.3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3,032,300 0.23 未知 其他

文新发 3,000,000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7,554,7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554,700

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184,193,104 人民币普通股 184,193,104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3,279,291 人民币普通股 33,279,291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15,75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758,200

邓潮泉 10,511,905 人民币普通股 10,511,905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499,524 人民币普通股 8,499,524

台州铭泰矿业有限公司 4,454,200 人民币普通股 4,454,200

侯建湘 4,270,680 人民币普通股 4,270,680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三零一组合 3,032,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32,300

文新发 3,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和大连铁路经济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均为铁路系统

国有股东，其他股东的关联关系未知。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比例

(%)

主要变动原因

交易性金融资产 30,000.00 本报告期末委托银行理财增加。

应收账款 28,553.84 18,179.22 57.07 本报告期末应收物流业务款等增加。

预付款项 36,557.02 20,302.24 80.06 本报告期末预付货款等增加。

其他应收款 6,808.15 4,165.03 63.46 本报告期末应收增值税流转额等增加。

存货 201,301.51 301,969.25 -33.34 本报告期末委托加工产品减少。

其他流动资产 6,963.77 22,511.20 -69.07 本报告期末待抵进项税额等减少。

应付票据 10,000.00 5,000.00 100.00 本报告期末开具银行承兑汇票增加。

预收账款 45.24 150,002.66 -99.97 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合同负债 53,950.24 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应交税费 5,391.35 2,054.61 162.40 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2）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销售费用 1,199.91 6,815.33 -82.39

本报告期执行新收入准则， 委托加工业务运杂费在

营业成本列示。

其他收益 1,121.44 99.68 1,025.04 本报告期政府补助同比增加。

投资收益 -161.06 272.93 -159.01 本报告期联营企业收益、理财业务收益同比减少。

资产处置收益 495.34 本报告期固定资产处置收益增加。

（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比例(%) 主要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918.97 -1,930.17 406.66

本报告期各业务净流量同比增加、支付税费等同比减

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32,772.33 -8,398.37 -290.22

本报告期购银行理财业务及购置长期资产付现同比

减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666.77 -23,476.58 88.64 本报告期偿还借款支付的现金同比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辛明

日期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125� � �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公告编号：2020-008

证券代码：155014� � � �证券简称：18铁龙01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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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加本次董事会的全体董事均由同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因此本次

董事会为现场召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均在现场通知了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24日16:00～16:40在大连日月潭大酒店6楼中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9人，亲自出席的董事9人，本次会议实有9名董事行使了表决权。

会议由现场选举的董事长张骥翼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张骥翼先生以9票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2、 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张永庆先生以9票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3、 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张骥翼、韩海鸥、刘大成三位董事均以9票当选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

中韩海鸥、刘大成为独立董事委员。

4、 关于批准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位委员现场选举， 董事会以9票同意批准独立董事韩海鸥

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5、 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辛明、刘大成、刘媛媛三位董事均以9票当选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刘媛媛、

刘大成为独立董事委员。

6、 关于批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各位委员现场选举， 董事会以9票同意批准独立董事刘媛媛女士担

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7、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董事会以9票同意聘任辛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8、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杨学东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技术工程总监；聘任吴琼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聘任尹中升、于庆鸿、崔德全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郭德飞为公司人力资源与行政总监；聘任

刘其学为公司资产运营总监；聘任于忠江为公司市场营销总监；聘任王明才为公司安全总监；

聘任刘殿文为公司物流服务总监；聘任畅晓东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聘任邵佐龙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以上聘任的各位人员均以9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0票，弃权0票。

针对第7、8两项议案，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聘任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人员的程序符合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聘任的高管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的该议案。

9、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董事会意见、独立董事意见及监事会意见详见同日公告的《铁龙物流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0票，弃权0票。

10、 《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议案以9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0票，弃权0票。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5日

附件：新聘任高管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辛明，男，1971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2006年5月至2010年12月任沈阳铁路

局大连客运段段长兼党委副书记；2010年12月至2013年2月任沈阳铁路局大连站站长兼党委

副书记；2013年2月至2015年2月任沈阳铁路局大连站站长兼党委副书记兼局驻大连市协调组

组长，2015年2月至今任公司总经理。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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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学东， 男，1962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6年2月至2007年5月任沈阳铁路局工务处

副处长；2007年5月至2008年3月任沈阳铁路局丹东工务段党委书记兼副段长；2008年3月至

2009年12月任沈阳铁路局大连工务段党委书记兼副段长；2009年12月至2010年12月任沈阳铁

路局白城工务段段长兼党委书记；2010年12月至2011年9月任沈阳铁路局锦州工务段段长兼

党委副书记；2011年9月至2014年12月任沈阳铁路局大连工务段段长兼党委副书记；2014年12

月至2018年5月任本公司总工程师；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技术工程总监；2016年11月至今同时

兼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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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德飞，男，1972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6年8月至2008年8月任沈阳铁路局人事处

干部培训科协理；2008年8月至2014年12月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2014年12月至今任本公

司人力资源与行政总监；2015年11月至今兼任沙鲅铁路分公司党总支书记。 目前未持有公司

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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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其学，男，1963年8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6年1月至2007年1月任中铁快运大连分公

司财务部经理；2007年1月至2008年9月任中铁快运华东公司总会计师；2008年9月至2010年11

月任本公司审计部部长；2010年11月至2014年12月任本公司财务部部长；2014年12月至今任本

公司资产运营总监。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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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忠江，男，1960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0年12月至2014年12月任大连中铁外服公

司总经理；2014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市场营销总监。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明才，男，1962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8年7月至2013年10月任沈阳铁路局大连

港口物流公司总经理；2013年11月至2014年10月任沈阳铁路局沈铁投资管理中心副主任；2014

年10月至2015年11月任中铁铁龙（大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11月至2016年10

月任公司特种集装箱运输分公司总经理；2016年10月至2017年2月任公司特种箱物流事业部

副总经理；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安全总监。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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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殿文，男，1961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7年8月至2010年12月任中铁集装箱哈尔

滨分公司党总支书记、副总经理；2010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中铁集装箱哈尔滨分公司总经

理、党总支书记；2017年12月调入本公司，2018年5月至今任公司物流服务总监。目前未持有公

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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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琼，男，1964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3年12月至2005年12月任中铁集装箱公司计

财部副部长；2005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也没有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畅晓东，男，1968年10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0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证券事

务部部长；2018年5月至今兼任公司副总经理。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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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中升，男，1970年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2000年5月至2004年4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

理；2004年4月至2013年3月任天邦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教授研究

员级高级工程师，兼任国家发改委膜技术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2013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副

总经理。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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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庆鸿，男，1963年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4年1月至2009年6月任中铁集装箱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沈阳分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6月至2011年4月任本公司特种集装箱分公司经理；

2011年4月至2015年11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兼特种集装箱分公司总经理；2015年11月至今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兼沙鲅铁路分公司总经理。目前持有公司股票100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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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德全，男，1961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6年6月至2007年12月任大连铁路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书记；2007年12月至2009年7月任沈阳沈铁房地产开发集团大连公司

党总支书记；2009年7月至2011年4月任大连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2011年4月至今

任公司副总经理兼大连铁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目前持有公司股票7000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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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佐龙，男，1978年1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06年3月至2007年12月任本公司特种箱事务

部发展策划专员；2007年12月至2008年12月任本公司特种箱分公司副总经理；2008年12月至

2010年5月任北京铁龙腾跃集装箱联合运输有限公司总经理；2010年5月至2011年4月任公司投

资部副部长；2011年4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兼投资部部长。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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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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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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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参加本次监事会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均由同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因

此本次监事会为现场召集，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均在现场通知了监事。

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24日下午16:40～17:00在大连日月潭大酒店6楼中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

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6人，全部亲自参会，本次会议实有6名监事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现场选举的监事会主席赵肃芬女士主持。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赵肃芬女士以6票当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二）关于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68条的规定及相关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公司《2020年第一

季度报告》进行了严格的审核，提出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1、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该

报告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监事会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0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本议案以6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核意见

公司监事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要求，对董事会审议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进行了审

核，提出以下书面审核意见：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要求而做出，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2、该事项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以6票同意获得通过，反对0票，弃权0票。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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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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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自2020年一季报

起，按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概述

（一）变更原因

2017年7月5日，财政部修订印发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一收入（修订）》（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 ）。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

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 自2018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其他境内上市企业自

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

（二）变更日期

公司将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

（三）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已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文件规定。

（四）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财政部新收入准则的规定。

新收入准则将现行收入和建造合同两项准则纳入统一的一个收入确认模型；引入了收入

确认计量的五步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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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包

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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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根据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本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

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未对比较财务报表数据进行调整。公司仅对在2020年1月1日尚未完成

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公司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自2020年一季报起，按

新收入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报表披露。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9票全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

案》。

董事会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新收入准则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符合法律、法规及有关规

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依据财政部新收入准则进行会计政策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

相关规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公司本次对会计政策

进行相应变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4月24日召开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6票全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核意见》，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的要求而做

出，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审批程序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1、《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九届一董事会相关议案等有关事项

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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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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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的监事任期即将届满，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工会提名张元锐、薛

庆金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并经公司六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选举张元锐、薛庆金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0年4月25日

附新任职工监事简历：

张元锐，男，1973年7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5年3月至2005年9月任沈阳铁路局大连劳

动力调剂中心助理工程师，2005年9月至2006年4月任沈阳铁路局大连综合服务所监察，2006年

4月至2009年3月任沈阳铁路局大连站劳人科助工、工程师，2009年4月至2018年5月任本公司人

力资源部人事行政专员，2018年5月至今任本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并主持工作。目前未持有

公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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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庆金，男，1976年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05年11月至2011年3月任本公司沙鲅铁路分

公司办公室主任；2011年3月至2011年8月任沙鲅铁路分公司货运车间党支部书记；2011年9月

至2017年2月任沙鲅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年2月至今任沙鲅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11月至今兼

任沙鲅公司财务经理。目前未持有公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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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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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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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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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新安街1号日月潭大酒店6楼会议室。鉴于新冠

疫情原因，公司有部分股东及独立董事也分别在北京、沈阳、大连等地以视频方式现场参加了

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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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7,78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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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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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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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会议；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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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77,370 99.8301 709,501 0.1699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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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77,370 99.8301 627,001 0.1500 82,500 0.0199

3、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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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77,370 99.8301 627,001 0.1500 82,500 0.0199

4、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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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67,370 99.8277 719,501 0.1723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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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77,370 99.8301 709,501 0.1699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19年度财报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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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77,370 99.8301 709,501 0.1699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适时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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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077,370 99.8301 709,501 0.1699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运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低风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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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991,217 99.0914 3,795,654 0.908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9、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9.01 张骥翼 416,880,846 99.7831 是

9.02 张永庆 417,000,846 99.8118 是

9.03 辛明 416,730,545 99.7471 是

9.04 钟成 416,959,449 99.8019 是

9.05 白慧涛 416,959,449 99.8019 是

9.06 钱军 416,959,449 99.8019 是

1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是否当选

10.01 韩海鸥 416,932,471 99.7954 是

10.02 刘大成 417,052,471 99.8242 是

10.03 刘媛媛 417,050,374 99.8237 是

11、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1.01 赵肃芬 416,730,550 99.7471 是

11.02 莫勇军 416,850,550 99.7758 是

11.03 王道阔 417,011,080 99.8143 是

11.04 朱祥 417,011,076 99.8143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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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747,80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5,329,566 97.2752 709,501 2.7248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24,683,376 98.8621 284,101 1.137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646,190 60.3019 425,400 39.6981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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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25,322,466 97.2745 709,501 2.7255 0 0.0000

2.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5,322,466 97.2745 627,001 2.4085 82,500 0.3170

3.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5,322,466 97.2745 627,001 2.4085 82,500 0.3170

4.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25,312,466 97.2360 719,501 2.7640 0 0.0000

5.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5,322,466 97.2745 709,501 2.7255 0 0.0000

6.00

关于聘用2020年度财报审计机构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5,322,466 97.2745 709,501 2.7255 0 0.0000

7.00 关于适时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25,322,466 97.2745 709,501 2.7255 0 0.0000

8.00

关于运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短期低风

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22,236,313 85.4192 3,795,654 14.5808 0 0.0000

9.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

议案

9.01 张骥翼 25,125,942 96.5195

9.02 张永庆 25,245,942 96.9805

9.03 辛明 24,975,641 95.9421

9.04 钟成 25,204,545 96.8215

9.05 白慧涛 25,204,545 96.8215

9.06 钱军 25,204,545 96.8215

10.00

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0.01 韩海鸥 25,177,567 96.7178

10.02 刘大成 25,297,567 97.1788

10.03 刘媛媛 25,295,470 97.1707

11.00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的议案

11.01 赵肃芬 24,975,646 95.9422

11.02 莫勇军 25,095,646 96.4031

11.03 王道阔 25,256,176 97.0198

11.04 朱祥 25,256,172 97.0198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哲、侯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

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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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03690� � � �证券简称：至纯科技 公告编号：2020-040

转债代码：113556� � � � �转债简称：至纯转债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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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6日，经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14,272.89万元的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的 《至纯科技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8）。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4,272.89万元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2020

年4月24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4,272.89万元全部归还至公司募

集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通知公司的保荐机构。

特此公告。

上海至纯洁净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688051� � � �证券简称：佳华科技 公告编号：2020-012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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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4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综改示范区学府园佳华街8号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普通股股东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8,006,14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8,006,1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07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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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玮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法和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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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3人，其中独立董事强力先生、麻志明先生、郑建明先生因疫情防

控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王转转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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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8,006,1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黄志龙先生 55,693,745 96.0135 是

2.02 赵昂先生 55,693,745 96.0135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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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12,500,982 100.00 0 0.0000 0 0.0000

2.01 黄志龙先生 10,188,587 81.5022

2.02 赵昂先生 10,188,587 81.502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无特别决议议案。

2、第1、2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进行计票，上述议案已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征、王腾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罗克佳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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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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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委托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世纪” ）对本公司于

2013年发行的公司债券“12招商03” 、2015年发行的公司债券“14招商债” 进行跟踪评级；委

托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国际” ）对本公司于2017年发行的

公司债券 “17招商G2” 、“17招商G3” 、 于2018年发行的公司债券 “18招商G1” 、“18招商

G2” 、“18招商G3” 、“18招商G5” 、“18招商G6” 、“18招商G8” 以及于2019年发行的公司债

券“19招商G1”进行跟踪信用评级。

上海新世纪对本公司已发行公司债券“12招商03” 、“14招商债”的信用状况进行了跟踪

评级， 并出具了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12招商03与14招商债跟踪评级报告》

（新世纪跟踪[2020]100027），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公司

债券“12招商03” 、“14招商债”的信用等级为AAA。

中诚信国际对本公司已发行公司债券“17招商G2” 、“17招商G3” 、“18招商G1” 、“18招

商G2” 、“18招商G3” 、“18招商G5” 、“18招商G6” 、“18招商G8” 、“19招商G1” 的信用状况

进行了跟踪评级，并出具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2018年及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20）》（信评委函字[2020]跟踪0115号），维持本公司

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公司债券“17招商G2” 、“17招商G3” 、“18招

商G1” 、“18招商G2” 、“18招商G3” 、“18招商G5” 、“18招商G6” 、“18招商G8” 、“19招商

G1”的信用等级为AAA。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发行的12招商03与14招商债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

[2020]100027）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2018年及2019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2020）》（信评委函字[2020]跟踪0115号）的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

证券代码：600050� � � �证券简称：中国联通 公告编号：2020-025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参与认购投资基金份额

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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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4月17日披露了《关于下属公司参与认购投资

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根据基金备案的实际情况，现对上述

公告“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中的部分信息补充更正如下：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保街道福保社区市花路南侧长富金茂大厦1号楼3701Q

基金规模：人民币24.0604亿元，已募集并完成备案。

其他有限合伙人：联通资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市引导基金投资有限公司、中金启

融（厦门）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深圳市福田引导基

金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鲲鹏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星河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共青城睿

祥金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韶关市丹霞天使母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

港区乾鑫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存续期限：7年（可延长一年）

企业主营业务活动：投资管理、股权投资、受托资产管理股权投资基金（不得从事证券投

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受托资

产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

除上述补充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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