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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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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03976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6 － 2020/7/7 2020/7/7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5月28日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

润分配。

3.差异化分红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公司拟以截至2019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5,299,035,024股， 扣除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的

回购专户股份152,999,901股，即15,146,035,12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

币0.03976元（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602,206,356.49元（含税）。

2019年，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152,999,90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累计支

付的总金额为人民币788,277,794.16元（不含交易费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回购股份实

施细则》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以现金为对价，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当年已实施的

股份回购金额视同现金分红， 纳入该年度现金分红的相关比例计算。 将该回购金额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中的现金红利合并计算后， 公司2019年度现金红利总额为人民币1,

390,484,150.65元，占本年度合并会计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的20.00%。

如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

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

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如后续总股本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

情况。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基于本次差异化分红具体分派情况，公司申请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按照

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

配，无送转方案，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

本=15,146,035,123×0.03976÷15,299,035,024=0.03936元/股。

根据虚拟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 =（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前收盘价格-0.03936）÷（1+0）。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6 － 2020/7/7 2020/7/7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1）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所持公司全部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

行发放。

（2）存放于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从公开

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 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

期限在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

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根据前述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976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

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A股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及《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

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

司将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578元。合格境外机

构投资者（QFII）取得股息、红利和利息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前

述国税函〔2009〕47号文件的要求，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公司A股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其股息

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0.03578元。

（4）对于其他属《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A股的

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03976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年度差异化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58381999

特此公告。

中国电力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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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概述

（1）本次到期收回的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金额（万元） 理财收益（万元） 期间 签约银行

工银理财保本型 “随心

E”（定向）2017年第3期

1,000.00 8.02 2020.3.5-2020.6.8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

分行

合计 1,000.00 8.02 -- --

（2）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申购时间

申购理财产

品专户主体

募集资金专户银行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金额

（单位：万元）

2020.6.4 万马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2,000

2020.6.24 万马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杭州分行 1,000

合计 3,000

（3）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审议程序

2020年5月18日，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在任意时点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用于现金管理，适时购买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上

述累计交易额度的使用期限为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使用期

限及累计交易额度范围内， 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6）。

该现金理财无需股东大会批准，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及理财说明书的主

要内容

（一）2020年6月4日， 万马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定向）2017年第3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

3.理财产品投资对象：本产品主要投资于以下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资产：一是债券、存款

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

币市场交易工具；二是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

定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

三是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4.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5.风险揭示：本产品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产品不成立风险、提前终止风险、交易对手管理风险、兑付延期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

风险、信息传递风险。

6.预期理财收益率：2.75%（年化）。

7.产品期限：2020年6月4日一2020年9月9日

8.认购金额：2,000万元人民币。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2020年6月24日，万马联合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工银理财保本型“随心 E”（定向）2017年第3期。

2.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类。

3.理财产品投资对象：本产品主要投资于以下符合监管要求的各类资产：一是债券、存款

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

市场交易工具；二是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三是

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4.产品风险评级：低风险。

5.风险揭示：本产品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包括政策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

险、产品不成立风险、提前终止风险、交易对手管理风险、兑付延期风险、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

风险、信息传递风险。

6.预期理财收益率：2.65%（年化）。

7.产品期限：2020年6月24日一2020年9月1日

8.认购金额：1,000万元人民币。

9.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三、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目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在保证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以及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提高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增加公司收益，降低财务成本。

2. 公司本次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

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

需要，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建设，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3.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风险在公司可控范围内。

4.公司将及时关注投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022� � �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20-052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2020年第一次职工代 表大会于2020年6月28日在

公司召开，经职工代表审议，选举金娣女士（简历附后） 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

期至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金娣女士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金娣女士最近两年

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不低于三

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附件：金娣女士简历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金娣女士，1979年出生，本科学历，2008年入职本公司，曾担任公司国际业务部进口主管，

自2015年1月起至今担任公司采购部经理。

金娣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金娣女士除上述 披露的任职关系外，

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022� � �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20-053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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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29日（星期一）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20年6月29日9:15-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日的股票

交易时间，即2020年6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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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29日9:15-�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89号一号楼三楼会议室。

3、 股权登记日：2020年6月22日

4、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吕明方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上海科华

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 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35,090,5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14,776,793股的26.242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422,3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63%。

（二） 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133,845,55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007%。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77,3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5%。

（三） 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

244,9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8%。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1,244,

9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18%。

（四） 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5,056,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33,9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二）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5,056,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49％；反对33,9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35,0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7％；反对15,2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35,0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7％；反对15,2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7,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6％；反对15,

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五）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35,0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7％；反对15,2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19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63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0％；反对455,2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5,0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7％；反对15,2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5,0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7％；反对15,2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7,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6％；反对15,

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和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5,0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7％；反对15,2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407,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06％；反对15,

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6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5,07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7％；反对15,21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63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0％；反对455,2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67,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9955％；反对455,

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授权期限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34,635,3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30％；反对455,2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37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967,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9955％；反对455,

2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00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十三）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议案13.01、审议通过了《选举周琴琴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34,923,53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64％。

议案13.02、审议通过了《选举CHEN� CHAO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33,603,52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93％。

议案13.03、审议通过了《选举SCOTT� ZHENBO� TANG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表决情况：同意134,576,325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94％。

（十四）逐项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议案14.01、审议通过了《选举CHEN� CHUAN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34,925,23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76％。

议案14.02、审议通过了《选举陆德明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33,605,230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5％。

议案14.03、审议通过了《选举夏雪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33,605,231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5％。

议案14.04、审议通过了《选举张屹山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33,605,229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5％。

（十五）逐项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议案》

议案15.01、审议通过了《选举鲁君四先生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33,605,22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5％。

议案15.02、审议通过了《选举李莹女士为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33,605,226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05％。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王卫东律师、赵振兴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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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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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6月29

日召开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或“会议” ）于2020年6月29日下午在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89号公司1号楼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周琴琴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周琴琴女士、张屹山

先生、CHEN� CHUAN先生、陆德明先生、夏雪女士。根据公司《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相关

规定，周琴琴董事长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陆德明先生、夏雪女

士、SCOTT� ZHENBO� TANG先生。经审计委员会委员推选，由陆德明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 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CHEN�

CHUAN先生、陆德明先生、周琴琴女士。经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推选，由CHEN� CHUAN

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张屹山先生、夏雪女

士、周琴琴女士。经提名委员会委员推选，由张屹山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以上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各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

董事占半数以上并担任主任委员，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会议同意聘任CHEN� CHAO女士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CHEN� CHAO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总裁提名，会议同意聘任陈晓波先生、王锡林先生、李明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罗

芳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会议同意聘任王锡林先生担任第八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聘任宋钰锟先

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上述人员的任期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宋钰锟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相关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锡林 宋钰锟

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89号 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89号

电话 021-64850088 021-64850088

传真 021-64851044 021-64851044

电子邮箱 kehua@skhb.com songyukun@skhb.com

特此公告。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附件：

一、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CHEN� CHAO女士，1977年生，新加坡国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工商管理硕士，国际

会计师（ACCA）、新加坡注册会计师（CPA），曾担任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Icon� Plc.亚太区

财务负责人，自2011年起在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EPS� Holdings� Inc.�国际事业板块担

任执行董事、财务总监等职务，拥有二十余年的跨国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内控审计、纳税

筹划、投资决策以及企业兼并购经验。

CHEN� CHAO�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CHEN� CHAO�女

士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陈晓波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1991年起加入科华。曾任上海科华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生产部主管、生产计划部经理，本公司生产管理部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陈晓波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陈晓波先生除上

述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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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王锡林先生，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历任上海实业医药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上海中信国健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现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王锡林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王锡林先生除上

述披露的任职关系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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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李明先生，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南京化工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西安交通大

学先进制造专业（在读）博士生。李明先生在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任职近二十年，长期专注

分子诊断核酸扩增检测相关领域的研制与生产、项目管理、销售管理和企业管理工作，拥有丰

富的IVD从业经验，曾参与“十一五” 国家重大863项目、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等多

项国家/省市重大科技项目，并取得多项专利。现任西安昱景同益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副总裁。

李明先生目前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李明先生除上述披露的任

职关系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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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罗芳女士，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注册会计师，先后担任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项目经理、安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上海华鼎

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等职，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浙江昀丰新材料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公司财务总监。

罗芳女士目前持有公司股份86,250股，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罗芳女士除上述披

露的任职关系外，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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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宋钰锟先生，1984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曾先后担任杭州中恒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佳通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5年3月起担任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

宋钰锟先生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1,25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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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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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6月29

日召开并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或“会议” ）于2020年6月29日下午在上海市徐汇区钦州北路1189号公司1号楼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经与会监事推选由鲁君四

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鲁君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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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 、“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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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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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85,263,00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1,587,787,9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97,47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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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8338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915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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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张兆

祥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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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2人，张兆祥先生、林锦珍先生出席了会议；国文清先生、周纪昌

先生、余海龙先生、任旭东先生、吴嘉宁先生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曹修运先生、张雁镝女士、褚志奇先生出席了会议；

3、董事会秘书曾刚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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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6,201,709 99.9863 19,700 0.0002 1,566,500 0.0135

H股 394,150,0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80,351,804 99.9868 19,700 0.0002 1,566,500 0.0130

批准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2、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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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6,201,809 99.9863 19,700 0.0002 1,566,400 0.0135

H股 394,150,0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80,351,904 99.9868 19,700 0.0002 1,566,400 0.0130

批准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3、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19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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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6,104,109 99.9855 19,700 0.0002 1,664,100 0.0143

H股 394,150,0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80,254,204 99.9859 19,700 0.0002 1,664,100 0.0139

批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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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7,689,109 99.9991 98,700 0.0009 100 0.0000

H股 397,475,09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85,164,204 99.9992 98,700 0.0008 100 0.0000

批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72元 （含

税），共计现金分红人民币149,210万元。

5、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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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6,606,509 99.9898 1,181,300 0.0102 100 0.0000

H股 377,614,595 95.0033 19,292,500 4.8538 568,000 0.1429

普通股合计： 11,964,221,104 99.8244 20,473,800 0.1708 568,100 0.0048

批准、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核发的情况。

6、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冶2020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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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50,595,699 99.6790 37,191,010 0.3210 1,200 0.0000

H股 222,302,645 55.9287 175,172,450 44.0713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772,898,344 98.2281 212,363,460 1.7719 1,200 0.0000

（1） 批准2020年度中国中冶本部及其子公司计划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18.07亿元担保，具

体包括：①中国中冶本部计划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88.32亿元担保；②中国中冶下

属子公司为中国中冶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9.75亿元担保。

（2）中国中冶下属中冶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简称“财务公司” ）计划为中国中冶及其下

属子公司开具保函、承兑汇票额度总计为人民币40亿元。

（3） 本次担保计划有效期自公司2019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2020年度股

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止。

（4）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被担保方为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额

度可调剂给其他全资子公司使用，被担保方为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可调剂给其他控股子公

司使用；财务公司为中国中冶及其子公司开具保函、承兑汇票额度，可在担保计划额度内调剂

使用。

（5）同意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中国中冶及所属子公司（不包括财务公司）在本次担

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同意授权财务公司使用本次担保计划范围内

保函及承兑汇票额度。

7、议案名称：关于授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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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97,201,535 99.2183 90,585,274 0.7817 1,100 0.0000

H股 111,055,015 27.9401 285,852,080 71.9170 568,000 0.1429

普通股合计： 11,608,256,550 96.8544 376,437,354 3.1408 569,100 0.0048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批准《关

于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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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62,701,970 99.7835 25,084,839 0.2165 1,100 0.0000

H股 339,658,241 85.4540 57,816,854 14.546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1,902,360,211 99.3083 82,901,693 0.6917 1,100 0.0000

该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批准修

改《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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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87,669,409 99.9990 19,700 0.0002 98,800 0.0008

H股 396,907,095 99.8571 0 0.0000 568,000 0.1429

普通股合计： 11,984,576,504 99.9943 19,700 0.0002 666,800 0.0055

批准聘请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本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半年

度财务报告审阅审计机构及公司2020年度内控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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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18,715,3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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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973,809 99.9416 98,700 0.0584 10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115,363,885 99.9144 98,700 0.0855 100 0.0001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3,609,92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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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中国中冶2019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168,973,809 99.9416 98,700 0.0584 100 0.0000

5

关于中国中冶董事、 监事

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167,891,209 99.3012 1,181,300 0.6987 100 0.0001

6

关于中国中冶2020年度担保

计划的议案

131,880,399 78.0022 37,191,010 21.9971 1,200 0.0007

9

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168,954,109 99.9299 19,700 0.0117 98,800 0.058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汶、雍丽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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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

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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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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