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3029� � �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0-026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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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主要控股子公司2020年4-5月累

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212.21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获得补助时间 项目名称

金额

（万元）

补助依据

1

北京万盛华通科技有限

公司

2020年4月 增值税即征即退 30.97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2

北京万盛华通科技有限

公司

2020年5月 增值税即征即退 37.71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3

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

装备有限公司

2020年5月

2020年兵团科技发

展专项资金

17.50

《关于下达2020年兵团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的通知》（六师五市财教[2020]21号）

4

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

司

2020年5月 增值税即征即退 126.03

《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1]100号）

合计 212.21

备注：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持有51%股权的控股子公司，北京万盛华通科技

有限公司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之全资子公司； 新疆天鹅现代农业机械装备有限公司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

二、对上市公司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有关规定，公司将上述补助认定为与收益相关

的政府补助，预计对公司2020年度损益影响额为116.80万元，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

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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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所持部分股份通过大宗交易被动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0年5月22日，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收到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

院（下称“罗湖区法院” ）协助执行通知书【（2019）粤0303执20862-20865号之四】（下称

《通知书》），并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网上业务平台查询，获悉公

司第三大股东深圳日昇创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日昇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6,900,000

股通过大宗交易被动减持，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动减持情况

《通知书》显示，申请执行人杨智杰与日昇公司等主体的民间借贷纠纷四案，罗湖区法

院作出的执行裁定书【（2019）粤0303执20862-20865号之四】生效。罗湖区法院出具《通知

书》，请证券营业机构协助执行以大宗交易方式变卖日昇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900,000股。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日昇公司 大宗交易 2020年5月21日 5.11 6,900,000 0.64%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被动减持前，日昇公司持有公司股份83,279,302股，占公司总股本7.71%。本次被动减

持后，日昇公司持有公司股份76,379,302股，占公司总股本7.07%，该等股份均为无限售流通

股，全部处于质押、冻结及司法轮候冻结状态。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日昇公司本次被动减持公司部分股份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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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本次被动减持依法不存在需预披露的情形。

（三）日昇公司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明细

（一）通知书；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表。

特此公告。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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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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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3月1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受理序号：19313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通知书》” ），详见公司于2020年3月18日披

露的《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0-004）， 以及于2020年4月10日披露的 《关于延期回复非公开发行股票反馈意见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0-013）。

根据《反馈意见通知书》的要求，公司会同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通知书》所列问题进行

了认真研究，并逐项落实，现根据要求公开披露反馈意见回复，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

露的 《关于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之回复报

告》。 公司将于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报告公告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

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料。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审核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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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承诺不存在减持情况

或减持计划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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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色动力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绿色动力” ）拟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北京市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国资公司” ）拟参与认购。作为绿色动力的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回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0年3月12日发出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编号：193136号）之目的，北京国资公司向绿色动力

出具了《关于不存在减持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行为或减持计划的承诺函》，

承诺内容如下：

一、自绿色动力董事会首次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之日（即2019年10月30日）前六个

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北京国资公司、北京国资（香港）有限公司（两家公司统称“北京国

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 ）未出售或以任何方式减持绿色动力的任何股票。

二、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绿色动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期间内，北京国资

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将不会出售或以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绿色动力的任何股票，也不存在减

持绿色动力股票的计划。

三、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四条的情

形。如有违反，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因减持股票所得收益将归绿色动力所有。

四、本承诺函自签署之日起对北京国资公司及一致行动人具有约束力，若北京国资公司

及一致行动人违反上述承诺发生减持情况，则减持所得全部收益归绿色动力所有，北京国资

公司及一致行动人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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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并签署特许经营协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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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资标的名称： 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

目）特许经营项目，本项目设计生活垃圾处理规模为800吨/天，餐厨垃圾处理规模50吨/天，并

预留二期扩建场地，主要焚烧工艺为机械炉排炉技术。

● 投资金额：本项目总投资额约人民币6.45亿元。

●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项目实施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

项目的实施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与业绩。

● 特别风险提示：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

目审批和建设延误、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热

值较低以及国家产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 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20年5月14日，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中标“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特许经营项目”（以下简称“朔州项目” 或“项目” ）。2020年5月19

日，公司在山西朔州注册成立朔州绿动南山环境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公

司持有98%的股权，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持有2%的股权。2020年5月21日，

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项目公司及社会资本方（联合体）签署《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特许经营项目特许经营协议》（以下简称“特

许经营协议” ），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授予项目公司朔州项目特许经营权。

一、特许经营合同签署各方基本情况

（一）甲方：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为山西省朔州市的行政管理机关，获朔州市人民政

府授权签署特许经营协议，公司与朔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乙方：朔州绿动南山环境能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张卫；地址：山西省朔州市朔

城区沙塄河乡张家嘴村；经营范围：焚烧处理生活及工业垃圾；利用焚烧垃圾产生的余热进行

发电；利用炉渣生产环保建筑材料进行综合利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注册资本：人民币1.95亿元。

（三）社会资本方（联合体）：

联合体牵头人：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直军；地址：广东省深圳市

南山区科技南十二路007号九洲电器大厦二楼东北楼；经营范围：从事垃圾焚烧等环保产业的

技术开发、相关设备设计开发及系统集成，垃圾处理项目工程管理、运营管理及技术服务、相

关的技术咨询 （经营范围中涉及许可证管理或须取得相关资质证方可经营的， 按有关规定

办）。

联合体成员：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王先文；地址：山西

示范区创业街29号；经营范围：电力工程建筑及线路、管道、设备安装环保工程施工；与电力相

关的咨询服务、技术服务；光伏、风力发电等新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与管理；政府采购招标

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乙方采用“建设-运营-移交（BOT）” 模式建设和运营朔州项目，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期

限为30年，其中建设期2年，运营期28年。本项目建设一座日焚烧处理800吨的生活垃圾，50吨

餐厨垃圾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一个环保教育基地， 配套建设2×400t/d机械炉排焚烧炉

+1×N18MW汽轮发电机组，并预留二期工程扩建场地，总投资额约人民币6.45亿元。项目位

于朔州市朔城区沙塄河乡张家嘴村南侧、郝家沟村东侧，土地面积约120亩（最终以相关政府

主管部门批准的用地红线范围为准）。

三、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概况：本项目由双方采用符合国际惯例的BOT模式进行合作，社会资本方设立项目

公司，由其作为本项目的具体实施主体。受限于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甲方授予项目公司

特许经营权，由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和管理，享有

本项目资产的使用权和收益权，并承担全部债务和责任，本项目土地和资产的处分权由甲方

或甲方指定主体享有。

（二）项目投资总额与资本金：本项目总投资额约6.45亿元人民币（经甲方书面同意，本

项目总投资额以本项目初步设计文件确认的实际金额进行调整）， 本项目资本金不低于项目

总投资的30%。特许经营期内，公司持有项目公司98%股权，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西电力建设

有限公司持有项目公司2%股权。项目资本金以外的资金筹措全部由社会资本方负责协助项目

公司完成。

（三）项目服务范围：朔州市中心城区、朔城区、开发区、平鲁区。

（四）特许经营权：

1、甲方依据特许经营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授予乙方在特许经营期内独家的权利以完成本

项目。

2、除适用法律或本协议另有约定外，甲方应保持乙方的特许经营权在整个特许经营期内

始终有效，维护特许经营权的完整性，特许经营期内不以任何方式将特许经营权授予第三者

或终止特许经营权，或者以任何方式减少特许经营权的内容或妨碍特许经营权的行使。

3、乙方不得将本项目特许经营权为本项目融资进行质押。

（五）特许经营期限：本项目的特许经营期限为30年，其中建设期2年，运营期28年。本项

目特许经营期限届满后，甲方有权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选择本项目经营者。

（六）垃圾供应与处理费

从开始商业运营日起， 在运营期内年日均垃圾保底生活供应量为不少于640吨 （以入厂

计）。生活垃圾处置价格为71元/吨，餐厨垃圾处置价格为221元／吨。

（七）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或甲方指定主体依法以划拨方式取得垃圾焚烧发电厂场地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

及其土地使用权证，并提供给乙方使用，使用本项目用地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由乙方承担。本项

目土地处分权由甲方或甲方指定主体享有。

2、在建设期内协助乙方协调其与相关政府部门的关系，协助推进项目建设环节的申报和

审批工作，协助乙方与电力企业签署《购售电合同》。

3、对本项目建设期涉及的招标选聘事项进行监管（包括但不限于建设施工总承包单位和

专业分包单位、设备供应商、监理单位等）。

4、如本项目运行质量未达到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要求，则甲方或相关政府部门有权依据

适用法律对项目公司进行处置。

5、特许经营期满时，甲方享有本项目全部资产完整的所有权。

（八）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应负责完成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并承担相关的全部费用。

2、在整个运营期内，乙方应根据特许经营协议的约定，自行承担费用、责任和风险，管理、

运营和维护项目设施。

3、乙方提供垃圾处理服务，获得上网电费收入及垃圾处置服务费。

（九）争议解决方式：若各方对于由于本协议条款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条款的解释产生任

何争议、分歧或索赔，则应尽力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该争议、分歧或索赔。若双方未能友好解决

争议、分歧或索赔，则任何一方均有权向本项目所在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其它：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主管负责人或各自正式授权的代表正式签署并加

盖公章之日起开始生效。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对公司2020年度经营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但项目的实施将扩大公司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业务规模，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盈利能力与经营业绩。本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

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该项目的实施而产生关联交易、同业竞争以及业务依赖的

情形。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项目前期筹建和建设期间，受制于多方面的不确定性因素，存在项目审批和建设延误、

不能按计划进度实施项目的风险；项目运营期间存在垃圾供应量不足、热值较低以及国家产

业、税收政策变化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朔州南山环境能源项目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和餐厨垃圾处理项目） 特许经营协

议》

特此公告。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1330� � � �证券简称：绿色动力 公告编号：临2020-024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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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采林路北京绿色动力环保有限公司综

合楼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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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6,157,99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7,552,44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48,605,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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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39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7.15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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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直军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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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董事刘曙光、成苏宁、区岳州、傅捷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罗照国、何红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以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19�年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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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 2019�年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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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 2019�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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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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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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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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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31,557,792 64.9263 17,047,758 35.0737 0 0

普通股合计 579,110,238 97.1404 17,047,758 2.8596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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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01,546 99.9907 50,900 0.0093 0 0

H股 31,316,792 64.4305 17,288,758 35.5695 0 0

普通股合计 578,818,338 97.0914 17,339,658 2.9086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 2019�年薪酬考核情况及 2020年薪酬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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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52,446 100 0 0 0 0

H股 48,605,550 100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96,157,996 1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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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01,546 99.9907 50,900 0.0093 0 0

H股 29,112,792 59.8960 19,492,758 40.1040 0 0

普通股合计 576,614,338 96.7217 19,543,658 3.2783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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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7,501,546 99.9907 50,900 0.0093 0 0

H股 31,255,792 64.3050 17,349,758 35.6950 0 0

普通股合计 578,757,338 97.0812 17,400,658 2.918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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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189,618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6,311,828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1,000 100 0 0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51,000 1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0 0 0 0 0 0

注：本表根据上交所网络投票系统反馈结果披露，仅包括A股股东。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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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46,362,828 100 0 0 0 0

5

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46,362,828 100 0 0 0 0

7

关于为下属项目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46,311,928 99.8902 50,900 0.1098 0 0

8

关于董事、监事2019年薪酬

考核情况及2020年薪酬计

划的议案

46,362,828 100 0 0 0 0

注：本表根据上交所网络投票系统反馈结果披露，仅包括A股股东。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且获得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政、廖婷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

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3338� � �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2020-026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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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德清县雷甸镇白云南路1255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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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7,745,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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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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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许树根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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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董事陈金晨、独立董事顾敏旻、王林翔因个人原因请假未

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金法林因个人原因请假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梁金女士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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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5,307 100.00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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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38,407 99.9969 6,900 0.0031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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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5,307 100.0000 0 0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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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5,307 100.0000 0 0 0 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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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5,307 100.00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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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329,474 96.3047 8,357,533 3.6696 58,300 0.0257

7、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9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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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5,307 100.0000 0 0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9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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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5,307 100.0000 0 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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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5,307 100.0000 0 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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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5,307 100.0000 0 0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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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45,307 100.0000 0 0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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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关于选举许树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217,592,443 95.5420 是

12.02

关于选举沈水金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215,630,026 94.6803 是

12.03

关于选举王美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216,988,485 95.2768 是

12.04

关于选举于玉堂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227,113,141 99.7224 是

12.05

关于选举许荣根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

议案

227,113,141 99.7224 是

12.06

关于选举许仲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227,113,141 99.7224 是

13、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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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关于选举傅建中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26,881,368 99.6206 是

13.02

关于选举王宝庆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27,413,720 99.8544 是

13.03

关于选举瞿丹鸣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27,413,720 99.8544 是

14、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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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关于选举向存云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226,440,557 99.4271 是

14.02 关于选举周民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27,391,019 99.8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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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538,100 100.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9,207,207 100.0000 0 0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7,311,790 100.000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1,895,417 100.00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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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

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19,207,207 100.0000 0 0 0 0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0,791,374 56.1839 8,357,533 43.5124 58,300 0.3037

7

关于确认2019年度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9,207,207 100.0000 0 0 0 0

8

关于确认2019年度监事薪

酬的议案

19,207,207 100.0000 0 0 0 0

9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

客户提供担保的议案

19,207,207 100.0000 0 0 0 0

11

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

(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19,207,207 100.0000 0 0 0 0

12.01

关于选举许树根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9,054,343 47.1403

12.02

关于选举沈水金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091,926 36.9232

12.03

关于选举王美华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8,450,385 43.9959

12.04

关于选举于玉堂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8,575,041 96.7087

12.05

关于选举许荣根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8,575,041 96.7087

12.06

关于选举许仲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8,575,041 96.7087

13.01

关于选举傅建中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8,343,268 95.5020

13.02

关于选举王宝庆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8,875,620 98.2736

13.03

关于选举瞿丹鸣为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

18,875,620 98.2736

14.01

关于选举向存云为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7,902,457 93.2069

14.02

关于选举周民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8,852,919 98.1554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9、10、11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志坚、李易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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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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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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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年5月15日以书面、 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 于2020年5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

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许树根先

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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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许树根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

员会、审计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许树根先生、傅建中先生、瞿丹鸣女士，其中许树根先生为委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傅建中先生、王宝庆先生、许树根先生，其中傅建中先生为委员会主任。

审计委员会：王宝庆先生、傅建中先生、沈水金先生，其中王宝庆先生为委员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瞿丹鸣女士、王宝庆先生、王美华女士，其中瞿丹鸣女士为委员会主

任。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许树根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四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沈水金先生、许仲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王美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

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梁金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汪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郭斌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附件：简历

许树根：男，中国国籍，大学学历，工程师，公司创始人，曾任杭州叉车总厂石桥分厂采购

科长，杭州鼎力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浙江鼎力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现

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

江绿色动力机械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经理，上海鼎策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德清力冠机械

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树根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64,689,000股，通过德清中鼎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17,403,708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树根先生

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傅建中：男，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1996年9月至今在浙江大学从

事数控技术与装备自动化教学与科研工作， 现任浙江大学制造技术及装备自动化研究所所

长，兼任杭州永创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兆

丰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傅建中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王宝庆：男，中国国籍,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硕士（会计专业）。浙江工商大学

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教授级高级会计师评审专家，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会员，浙江省

审计学会理事，浙江省内部审计协会常务理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宝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瞿丹鸣：女，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浙江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获“浙江省服务中小

企业优秀律师” 、“湖州市优秀青年律师” 、“湖州市优秀女律师” 称号。现任浙江常益律师事

务所主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瞿丹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

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沈水金：男，中国国籍，大学学历，曾任杭州叉车总厂石桥分厂车间主任，浙江鼎力机械有

限公司生产厂长，现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生产计划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沈水金先生通过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99,639股，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许 仲：男，中国国籍，本科学历。历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现任浙江

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许树根先

生之子，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王美华：女，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会计师、注册税务师。曾任德清东升面粉有限公司会计

主管，浙江新市油脂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浙江金瑞税务师事务所税务审计，浙江鼎力机械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现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美华女士通过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66,386股，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梁 金：女，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曾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

有限公司外销部销售区域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现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梁金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

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梁金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2-8681698

传真：0572-8681623

电子邮件：dingli@cndingli.com

通信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白云南路1255号

汪 婷：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学位。曾就职

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汪婷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汪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

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汪婷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572-8681698

传真号码：0572-8681623

电子邮件：dingli@cndingli.com

通信地址：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雷甸镇白云南路1255号

郭 斌：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计统专业，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曾任职于中国银行、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单位，长期

担任审计相关职务，具有良好的审计方面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郭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证券代码：603338� � �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2020-028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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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

2020年5月15日以书面、 邮件和电话方式发出， 于2020年5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形式召

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全体监事推选监事向存云先生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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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向存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3日

附件：简历

向存云：男，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曾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内销部副经

理，现任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国内销售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向存云先生通过德清中鼎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66,386股，与公司或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

形。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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