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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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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或本行）总行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3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49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H

股）

6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0,762,431,040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4,577,197,21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H

股）

16,185,233,82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92.853302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4.24499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18.608311

注： 1.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

2.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情况，本次股东大会的议

案无需由本行优先股股东审议表决。

3.根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

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则其已质押部份股权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

日，据本行所知，本行部分股东质押本行股权数量达到或超过其持有本行股权的百分之五十，

其质押股权共计38,980股股份在股东大会上不能行使表决权，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数合

共86,978,523,220股，占本行股份总数的99.999955%。

(四)�会议主持与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会议由本行董事长张金良先生主持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邮政

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3人，出席11人，张学文、钟瑞明董事因其他工作安排未能出席会议；

2.�本行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

3.�本行董事会秘书杜春野先生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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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06,015 99.999704 178,700 0.000277 12,500 0.000019

H

股

16,174,158,725 99.931573 0 0.000000 11,075,100 0.068427

普通股合

计：

80,751,164,740 99.986050 178,700 0.000221 11,087,600 0.013729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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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18,615 99.999723 176,600 0.000274 2,000 0.000003

H

股

16,174,158,725 99.931573 0 0.000000 11,075,100 0.068427

普通股合计：

80,751,177,340 99.986066 176,600 0.000218 11,077,100 0.013716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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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16,515 99.999720 178,700 0.000277 2,000 0.000003

H

股

16,174,158,725 99.931573 0 0.000000 11,075,100 0.068427

普通股合计：

80,751,175,240 99.986063 178,700 0.000221 11,077,100 0.013716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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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55,115 99.999780 141,000 0.000218 1,100 0.000002

H

股

16,185,233,82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0,762,288,940 99.999824 141,000 0.000175 1,100 0.0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2020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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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27,515 99.999737 167,700 0.000260 2,000 0.000003

H

股

16,185,233,82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0,762,261,340 99.999790 167,700 0.000208 2,000 0.000002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聘请202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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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22,615 99.999730 172,600 0.000267 2,000 0.000003

H

股

16,174,043,633 99.930862 11,190,192 0.06913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0,751,066,248 99.985928 11,362,792 0.014070 2,000 0.000002

7.�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调整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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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07,915 99.999707 189,300 0.000293 0 0.000000

H

股

16,183,583,825 99.989806 1,589,000 0.009817 61,000 0.000377

普通股合计：

80,760,591,740 99.997723 1,778,300 0.002201 61,000 0.000076

8.�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外部监事薪酬调整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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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07,915 99.999707 188,200 0.000291 1,100 0.000002

H

股

16,185,172,825 99.999623 0 0.000000 61,000 0.000377

普通股合计：

80,762,180,740 99.999690 188,200 0.000233 62,100 0.000077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追加2020年度对外捐赠授权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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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07,815 99.999707 189,400 0.000293 0 0.000000

H

股

16,185,233,825 100.000000 0 0.000000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80,762,241,640 99.999765 189,400 0.000235 0 0.0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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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58,257,198 99.970671 18,938,017 0.029326 2,000 0.000003

H

股

12,927,619,161 79.872922 3,257,553,664 20.126701 61,000 0.000377

普通股合计：

77,485,876,359 95.942972 3,276,491,681 4.056950 63,000 0.000078

1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发行减记型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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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7,024,815 99.999733 172,400 0.000267 0 0.000000

H

股

13,911,209,825 85.950008 6,660,000 0.041149 2,267,364,000 14.008843

普通股合计：

78,488,234,640 97.184091 6,832,400 0.008460 2,267,364,000 2.807449

（二）涉及重大事项，A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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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的议案

8,113,121,288 99.998249 141,000 0.001737 1,100 0.000014

6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聘请

2020

年度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8,113,088,788 99.997848 172,600 0.002127 2,000 0.000025

7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调

整方案的议案

8,113,074,088 99.997667 189,300 0.002333 0 0.000000

8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外部监事薪酬调整方案

的议案

8,113,074,088 99.997667 188,200 0.002320 1,100 0.00001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0、11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上述第1至10项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2020年4月14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第11项议案内容请见本行于5月14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宁律师、康娅忱律师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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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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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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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董事会于2020年5月21日以书面形式发

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28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3名，实际出席董

事13名，张学文董事由于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姚红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钟瑞

明董事由于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温铁军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部分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张金良董事长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境外优先股股息分配方案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如下意见：同意。

本行于2017年9月27日完成在境外市场发行72.5亿美元4.50%股息率的境外优先股 （以下

简称优先股）。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本行公司章程以及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的规定，本次优先股

股息派发方案如下：

（一）计息期间：自2019年9月27日（含该日）至2020年9月27日（不含该日）

（二）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26日

（三）股息支付日：2020年9月27日

（四） 发放对象： 截至2020年9月26日清算系统 （Euroclear� Bank� SA/NV和 Clearstream�

Banking,� S.A.）营业时间结束时，本行向在纽约梅隆银行卢森堡分行（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登记在册的本行优先股股东派发股息。

（五）扣税情况：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在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时，本行需按10%的税率代扣

代缴所得税，按照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有关规定，相关税费将由本行承担。

（六）股息率和发放金额：本行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确定的第一个股息率重置日前的初始股

息率为4.50%（该股息率为税后股息率，即为优先股股东实际取得的股息率）。由于相关税费需

由本行承担，因此本行将派发优先股股息3.625亿美元。其中，实际支付给优先股股东3.2625亿

美元，本行承担税款0.3625亿美元。

（七）派息实施办法：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行将向于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优先股股东

派发股息。共同存托人（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是唯一登记

在册的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本行将向共同存托人付款或按其指示支付优先股股息。

具体内容请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二、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资本管理高级方法建设实施规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3票，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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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实施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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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的董事会会议情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在2017年6月8日举行的2016年年度股

东大会、2017年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17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境外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议案》， 授权本行董事会及

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发行境外优先股有关事项，包括根据境外优先股发行条款，决定并办理

向境外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事宜。根据境外优先股条款规定，本行拟于2020年9月27日派发境

外优先股股息。本次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已经本行2020年5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2020年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决议公告已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

网站（www.psbc.com）。

二、境外优先股股息派发方案

1.�计息期间：自2019年9月27日（含该日）至2020年9月27日（不含该日）

2.�股权登记日：2020年9月26日

3.�股息支付日：2020年9月27日

4. � 发放对象： 截至2020年9月26日清算系统 （Euroclear� Bank� SA/NV和 Clearstream�

Banking, � S.A.） 营业时间结束时， 在纽约梅隆银行卢森堡分行 （The�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SA/NV,� Luxembourg� Branch）登记在册的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

5.�扣税情况：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在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时，本行需按10%的税率代扣代

缴所得税，按照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有关规定，相关税费由本行承担。

6. �股息率和发放金额： 境外优先股条款和条件确定的第一个重置日前的初始股息率为

4.50%（该股息率为税后股息率，即为境外优先股股东实际取得的股息率）。根据境外优先股的

计息本金金额、股息率和代扣代缴所得税率，确定境外优先股股息金额如下：

本行将派发境外优先股股息362,500,000.00美元，其中实际支付给境外优先股股东326,250,

000.00美元，代扣代缴所得税36,250,000.00美元。

三、境外优先股派息方案实施办法

本行会向于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派发境外优先股的股息。 截至本公告

之日，共同存托人（The� Bank� of� New� York� Depository� (Nominees)� Limited）是唯一登记在册

的本行境外优先股股东。本行向共同存托人付款或按其指示支付境外优先股股息后，应被视为

已经履行本行就境外优先股支付股息的义务。 如果最终投资者就有关股息在进入清算系统后

向最终投资者的后续转付有任何疑问，最终投资者应向其各自的存管机构或中介机构查询。

特此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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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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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或“江淮汽车” ）七届十七次董事会

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13人，实际参与表决13人。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相关议案，通过记名投票方式，依法表决，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 会议以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凯客车土地

收储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20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子公司安凯客车土地收储的提示性公告》（江淮汽车 临2020-020）；

二、 会议以1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29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提请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江淮汽车 临2020-035）。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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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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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18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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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6月18日 9点00分

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176号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大楼301会议

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6月18日

至2020年6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

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

√

2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董事

2019

年度薪酬的议案

√

9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

10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

√

11

关于江淮汽车及控股子公司江淮担保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12

关于远期结汇的议案

√

13

关于在瑞福德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5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

16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凯客车

2020

年度为客户提供汽车回购担保的议案

√

17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凯客车

2020

年度与中安汽车租赁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汽车回购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8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凯客车为其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19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凯客车土地收储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18已经公司七届十五次董事会、七届七次监事会审议通过，议案19已经公司七届

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并分别刊登于2020年3月19日及2020年5月29日的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1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

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

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

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

东账户，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

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

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

股

600418

江淮汽车

2020/6/1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帐户、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授权

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帐户、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和委托人股东帐户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办

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登记。

六、 其他事项

1、与会股东食宿费用及交通费自理；

2、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176号江淮汽车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51一62296835、62296837

联系传真：0551一62296837

邮编：230022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9

年度报告及摘要

2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7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8

关于公司董事

2019

年度薪酬的议案

9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10

关于向控股子公司进行委托贷款的议案

11

关于江淮汽车及控股子公司江淮担保

2020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12

关于远期结汇的议案

13

关于在瑞福德汽车金融有限公司存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5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16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凯客车

2020

年度为客户提供汽车回购担保的议案

17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凯客车

2020

年度与中安汽车租赁公司合作为客户提供汽车回购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18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凯客车为其子公司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19

关于控股子公司安凯客车土地收储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

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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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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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2020年5月26日、5月27日、5月28日，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公司核查发现的重大事项：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江汽控股书面问询，江汽控股正在筹

划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相关工作，本次江汽控股引进战略投资者不涉及本公司控制权的变更，

目前尚未形成最终方案，该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也注意到相关市场传闻，经向江

汽控股书面问询，鉴于相关事项尚需进一步明确，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尽快发布相关

公告。该事项对本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不构成直接影响。

● 二级市场交易风险：自2020年5月20日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约69.29%，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投资。

● 生产经营风险：公司2020年1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950,605.61

元，2020年1-4月份累计销售汽车及底盘126,102辆，同比下降23.62%，敬请投资者注意经营风

险。

● 重要股东减持计划： 公司第二大股东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建投投

资” ）持有本公司134,355,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0%。2020年5月26日，建投投资发布减持

计划，自2020年5月26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37,866,242股，并且在前述期间的任意连续90

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0年5月26日、5月27日、5月28日，公司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20%以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出现异常波动的情形，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问询，特作出以

下说明：

1、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主要产品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江汽控股书面问询，江汽控股正在筹划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相关工

作，本次江汽控股引进战略投资者不涉及本公司控制权的变更，目前尚未形成最终方案，该

事项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也注意到相关市场传闻，经向江汽控股书面问询，鉴于相关

事项尚需进一步明确，公司将在相关事项确定后，尽快发布相关公告。该事项对本公司目前

的生产经营不构成直接影响。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重大事项进展风险

1、江汽控股正在筹划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相关工作，目前处于初期商议筹划阶段，尚未形

成最终方案，因此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针对本次引进战略投资者，江汽控股与交易对方未就该事项签署任何意向书或相关

协议，交易对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本次交易对方尚需履行相关决策程序，是否能够达成一致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4、针对本次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具体交易方式尚需进一步探讨，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5、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审计评估等程序，因此交易价格尚不确定。

6、该事项尚需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是否获得通过，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7、本次交易尚需履行政府审批程序，能否获得审批通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8、鉴于本次交易的核心要素、决策流程及审批环节等均具有重大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交

易是否能够完成以及完成的时间均具有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及控股股东将视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二）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自2020年5月20日以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约69.29%，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

风险，理性投资。

（三）生产经营风险

公司2020年1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55,950,605.61元，2020年1-4月份

累计销售汽车及底盘126,102辆，同比下降23.62%，敬请投资者注意经营风险。

（四）重要股东减持计划

公司第二大股东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投投资” ）持有本公司134,355,

51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0%。2020年5月26日，建投投资发布减持计划，自2020年5月26日起

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37,866,242股，并且在前述期间的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集中竞价方式

减持股份的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二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

之处。

特此公告。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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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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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为意向性协议，仅对合作的基本情况进行原则性约定。未来双方

具体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等事项，应以后续签订的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为准，实施内容和进度尚

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一年内若未能订立项目合作正式协

议，本协议是否继续履行另行协商。

3、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4、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一、框架协议签署情况

2020年5月27日，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下属公司京蓝沐禾节水装

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沐禾” ）与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西夏区人民政

府” ）签署了《西夏区数字化节水农业建设暨现代化生态灌区投建管服一体化项目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书》（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协议” 、“本协议” ）。为确保西夏区完成现代化灌区

试点建设，全面提高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和管理水平，探索社会资本方参与西夏区水利建

设和改革新方法，经双方友好磋商，就西夏区数字化节水农业建设暨现代化生态灌区投建管

服一体化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达成合作。

本协议为各方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仅对合作的基本情况进行原则性约定，未来若有进

一步的合作，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审议程序及

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作方介绍

甲方：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政府

乙方：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426558110612H

住所：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翁牛特旗玉龙工业园区

成立日期：2010年07月06日

营业期限：2010年07月06日至2040年07月05日

法定代表人：乌力吉

注册资本：104,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灌溉、农村饮水、建筑用PVC、PE、PP给排水

管材及管件制造、销售；卷盘式、平移式、中心支轴式喷灌机等喷灌设备和滴灌带（管）、输配

水软管、过滤器、施肥器等微滴灌设备的生产、安装、销售及网络销售；生态环境治理工程设

计、建设、维护及咨询；水利、电力、农业项目投资；农业机械、化肥、农膜、机电设备、建筑材料

销售及进出口业务；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园林绿化工程；农村灌溉

用水井凿井作业；沙地治理；种树、种草；水泥桩制作、网围栏刺线制作、架设；林木种子经营，

飞播造林；文体用品、日用品、电力设备、电线电缆、电器购销。

公司最近三年未与西夏区人民政府有过类似业务合作。

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西夏区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京蓝沐禾、西夏区人民政府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本协议

合作方为西夏区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且本项目投资的部分资金来源为国家项目资金，履

约能力有保证。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名称：《西夏区数字化节水农业建设暨现代化生态灌区投建管服一体化项目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二）签署时间：2020年5月27日

（三）项目基本概况：

1、项目名称：西夏区数字化节水农业建设暨现代化生态灌区投建管服一体化项目。

2、项目规模：项目建设规模约9万亩。

3、项目内容：

（1）完成西夏区灌域内的现代化改造、提升。通过全渠道控制系统和灌溉现代化理念，对

现有农业灌区的渠系全面进行改造提升，实现灌区实时自动控制与优化运行，为用水户提供

安全、灵活、公平、可靠和高效的供水服务。

（2）发展高效节水灌溉。结合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积极推广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灌溉工

程，大力推进现代高效节水农业。

（3）通过平原水库建设及山洪收集工程建设实现区域内河湖连通。有效利用地表径流，

合理利用黄河水资源，满足抗旱需求，最大限度地做好水资源利用和水生态保护工作。

（4）推进水权制度改革、完善水价形成机制、落实水利基础设施确权及登记。严格落实用

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制度，明确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水利基础设施的初始水权，探索水权

交易市场建设；以供水成本为参考确定水价，完善水费征收制度，建立用水计量确认体系，配

套建设供水计量设施，保证精准用水、精准收费；按照“谁投资、谁所有” 的原则界定产权，落

实水利基础设施确权及登记。

（5）先建机制、后建工程。对水利工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推行市场化、专业化、物业化管

理模式。此次项目建设前落实工程运行管护机制、提前明确管理运行主体，并参与工程规划建

设运营全过程，确保工程的良性运行。

（四）项目投资、建设期及运营期：

1、项目投资：项目预计投资约3.5亿元（国家项目资金2亿元，社会资本方投资1.5亿元）。

2、建设期：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三年完成主体工程配套建设，两年提升完善。

3、运营期：25年。

4、资金来源：国家项目专项资金+社会资本。

（五）项目运作方式：

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政策，综合考虑本项目所属行业领域、收费定价机制、项目投资收

益水平、风险分配基本框架、投融资需求等因素，西夏区数字化节水农业建设暨现代化生态灌

区投建管服一体化项目， 拟采用BOT+ROT模式(“建设-运营-移交” 和“改造-运营-移

交” )开展投资合作。

（六）项目回报机制：

社会资本投资回报机制为：使用者付费+可行性缺口补助（节水奖励、水权交易收入、维

修养护补助资金等）。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与西夏区人民政府开展合作，有利于公司高效节水灌溉业务在宁夏地区的落地

开展，为未来进一步提高宁夏市场的占有率提供有利契机，有利于提升京蓝科技的品牌影响

力和综合实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促进公司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发展壮大。

本协议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协议而对西夏区人民

政府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为意向性协议，仅对合作的基本情况进行原则性约定。未来双方

具体合作内容、合作方式等事项，应以后续签订的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为准，实施内容和进度尚

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一年，一年内若未能订立项目合作正式协

议，本协议是否继续履行另行协商。

3、本次框架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2020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4、公司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框架协议情况见附件。

2、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监高持股无变化。

3、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七、备查文件

京蓝沐禾、西夏区人民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九日

附件：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日常经营框架协议情况

序号 披露日期 协议各方 协议名称 进展情况

1 2019-12-3

公司、阿鲁科尔沁旗人民政府、京蓝云智物联网

技术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已中标阿鲁科尔沁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

EPC

工程

总承包项目，详见公司披露的

2019-194

号公告，截止目前该

项目按约定有序开展中。

2 2019-11-25

公司、内蒙古兴安农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京蓝

云智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寻找具体合作项目中。

3 2019-10-30

公司、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京蓝云智

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寻找具体合作项目中。

4 2019-1-30

公司、高唐县三十里铺镇人民政府

《高唐县三十里铺镇乡村振兴示范项

目投资建设合作协议》

已中标高唐县三十里铺镇乡村振兴示范项目（中国锦鲤文旅

小镇）投资项目，详见公司披露

2019-140

号公告，截止目前该

项目按约定有序开展中。

5 2018-9-26

公司、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框架合作协议》

北京好农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签署

《技术服务协议》，截止目前该项合作有序开展中。

6 2017-11-4

公司、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固安京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与新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设

备采购合同》，截止目前合作有序开展中。

7 2017-11-4

公司、国家节水灌溉北京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固安京蓝云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签署

《技术开发合同》，截止目前合作有序开展中。

8 2017-11-4

公司、北京三聚环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尚未开展具体合作。

9 2017-7-4

京蓝能科技术有限公司、莒县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

《日照中泓石化有限公司

100

万吨

/

年

连续重整联合装置工程项目合作框

架协议》

未开展具体合作。

10 2017-6-26

公司、广东恒福糖业集团有限公司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已就柬埔寨基地节水灌溉项目开展合作，目前双方积极推进

项目实施。

11 2017-6-15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奥特美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政府

《关于合作推进沙坡头区高效节水灌

溉及现代化灌区建设框架协议》

具体合作项目处于前期组织筹备阶段。

12 2017-6-13

京蓝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奥特美克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宁夏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贺兰县人民政府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书》

已中标贺兰县现代化生态灌区 （投建管服一体化）

PPP

项目

社会资本采购，详见公司披露的

2018-125

号公告，截止目前

该项目按约定有序开展中。

注：各框架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媒体的相关公告。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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