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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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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6月

30日（星期二）9:30在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运中心908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及有关材料已于6月23日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董事长韦韬，副董事长黄葆

源，董事陈斯禄、莫怒、罗明，独立董事秦建文、凌斌、叶志锋以现场方式表决，董事陈栋以通

讯方式表决。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韦韬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鉴于北海铁山港3#-4#码头泊位后续建设周期较长， 子项目北海港铁山港通用仓库Ⅰ

期、Ⅱ期建设及配套设施工程仍正在建设中，同时防城港粮食装卸专业化泊位改造三期工程

已进入工程结算期，验收结算预计用时7个月，后续均需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后续建设费用，结

合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进展情况，为更好的提高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和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 “北海铁山港3#-4#码头泊

位后续建设项目”和“防城港粮食装卸专业化泊位改造三期工程项目” 的预定达到可使用状

态日期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及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

网。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议案》

公司副总经理罗明由于个人工作安排的原因，提出辞去副总经理职务。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同意罗明辞去副总经理的职务。辞职后，罗明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与控股股东广西北部

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罗明持有公司股份85,000股，均为股权激励限售股，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的相关规定，其辞职后将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在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回购注销

其已获授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及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陈斯禄总经理提请聘任朱景荣为副总经

理。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认为朱景荣具备担任副总经理的任职资格。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同意聘任朱景荣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及聘任副总经理的公告》 及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

讯网。

特此公告

附件：朱景荣简历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附件：

朱景荣简历

一、基本情况

朱景荣，男，196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华东地质学院，工学学士，高级工程师、房

建一级建造师职称。

(一)�工作经历：

1991年07月至1991年08月 在防城港务局港建科见习；

1991年08月至1996年10月 在防城港建港指挥部工程处任技术员；

1996年10月至2001年04月 在防城港务局建筑公司任科长，在9#10#泊位项目部任经理；

2001年04月至2002年01月 在防城港务局仙人湾住宅小区项目部任经理；

2002年01月至2006年01月 在防城港建筑公司任副经理兼仙人湾住宅小区项目部经理；

2006年01月至2013年06月 在防城港中港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任副总经理；

2013年06月至2014年11月 在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基建中心任第一副经理；

2014年11月至2015年02月 在防城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基建管理中心任经理；

2015年02月至2018年09月 在防城港北部湾港务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18年09月至2018年12月 在北部湾港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18年12月至今 在北部湾港防城港码头有限公司任常务副总经理。

(二)�兼职单位：

2018年04月至今 在防城港胜港码头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18年04月至今 在防城港兴港码头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

2019年12月至今 在防城港雄港码头有限公司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二、朱景荣无《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三、朱景荣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

四、朱景荣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五、朱景荣最近三年内无受过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六、朱景荣最近三年内无受过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

七、朱景荣无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八、朱景荣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九、朱景荣持有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为67700股。

十、朱景荣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十一、朱景荣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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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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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议案》，同意将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北海铁山港3#-4#码头泊位

后续建设项目”和“防城港粮食装卸专业化泊位改造三期工程项目” 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的

日期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5]598号文）核准，公司2015年实施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21,

896,162股，发行价格为每股22.1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2,699,999,988.3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

34,081,896.0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2,665,918,092.28元。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由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验资报告》（瑞华验字[2015]45030007号），经其

审验，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营业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0年4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进展情况如下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用途

募集资金计划

投入金额

累计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余额

1

购买防城港兴港码头有限公司

100%

股权

551,776,015.00 551,776,015.00 -

2

购买钦州兴港码头有限公司

100%

股权

149,416,073.00 149,416,073.00 -

3

购买北海兴港码头有限公司

100%

股权

697,527,364.00 697,527,364.00 -

4

防城港

403#-405#

码头泊位后

续建设

220,000,000.00 175,270,879.92 44,729,120.08

5

北海铁山港

3#-4#

码头泊位后

续建设

369,000,000.00 148,848,915.69 220,151,084.31

6

防城港粮食装卸专业化泊位改

造三期工程

61,000,000.00 48,755,608.35 12,244,391.65

7

补充流动资金

617,198,640.21 617,198,640.21 -

合计

2,665,918,092.21 2,388,793,496.17 277,124,596.04

注： 公司于2017年9月14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2017年9月29日召开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

网2017年9月30日《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司原计划用于投资钦州兴港

大榄坪5#泊位后续建设部分募集资金6,100.00万元变更投向至防城港粮食装卸专业化泊位

改造三期工程。该工程为公司自筹资金的新建工程，项目投资概算约为11,988.88万元。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一）北海铁山港3#-4#码头泊位后续建设项目

北海铁山港3#-4#码头泊位后续建设原计划于2019年12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该

项目码头泊位后续建设周期较长， 公司结合市场机遇， 股东权益及募集资金使用效益等因

素，经审慎考虑适当放缓该项目建设节奏。目前子项目北海港铁山港通用仓库Ⅰ期、Ⅱ期建

设及配套设施工程正在建设中，尚需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后续建设费用。现拟将该项目预定达

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

（二）防城港粮食装卸专业化泊位改造三期工程项目

防城港粮食装卸专业化泊位改造三期工程原计划于2020年3月31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目前该项目主体工程已进入工程结算期，验收结算预计用时7个月，尚需使用募集资金支

付工程款。现拟将该项目预定达到可使用状态的日期延期至2021年3月31日。

三、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客观审慎

决定，是为了更好的提高募投项目建设质量和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仅调整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的日期，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实质性变更，不涉及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

施方式、募投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主要投资内容等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全体股东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是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

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作出以下审核意见：

（一）本次延期仅涉及北海铁山港3#-4#码头泊位后续建设项目、防城港粮食装卸专业

化泊位改造三期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调整，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实质

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内容、投资方向及投资总额。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客观

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全体股东利益。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审慎核查，招商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将募投项目“北海铁山港3#-4#码头泊位后续建设项目” 、“防城港粮食装卸

专业化泊位改造三期工程项目” 进行延期， 是根据募投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

定，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和长远发展规划，不属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进行延期， 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

审议通过，并经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中国

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规定的要求。因此，

招商证券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无异议。

七、报备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监事会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4.招商证券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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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及聘任

副总经理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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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情况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罗明的书

面辞职申请，公司副总经理罗明由于个人工作安排的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理职务。公司于

2020年6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罗明辞去副总经理的职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辞职

报告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辞职后，罗明仍担任公司董

事职务，与控股股东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明持有公司股份85,000股，均为股权激励限售股，根据《中国证监

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

案）》的相关规定，其辞职后将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公司将在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后回购注销其

已获授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二、公司聘任副总经理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

经理的议案》。经公司总经理陈斯禄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被提名人任职资格进行审查

后，董事会同意聘任朱景荣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

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认真对公司董事会本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朱景荣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

进行核查，认为朱景荣的教育背景、任职经历、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履职能力，未发现有《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

解除的情形，也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纪律处分。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582� � � �证券简称：北部湾港 公告编号：2020053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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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11:00

在南宁市良庆区体强路12号北部湾航运中心908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6月23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应通知到监事3人，已通知到监事3人，监事黄省基、梁

勇、罗进光参加会议并表决，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黄省基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认为：

（一）本次延期仅涉及北海铁山港3#-4#码头泊位后续建设项目、防城港粮食装卸专业

化泊位改造三期工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的调整，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没有实质

性变更，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内容、投资方向及投资总额。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根据募投项目实施的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客观

审慎决定，不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未违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战略规划和全体股东利益。

监事会对该议案发表了审核意见，审核意见详见当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642� � � �证券简称：申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0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十次（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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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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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92,39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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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67.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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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由公司董事长须伟

泉先生主持。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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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8人，董事苗启新、独立董事刘运宏、独立董事吴力波因工作原

因未出席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邬跃舟未出席股东大会；

3、 公司总经理奚力强，副总经理余永林，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谢峰，副总经理舒彤，副总

经理王振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暨第九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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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479,974 99.9723 610,558 0.0185 300,763 0.0092

2、 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暨第九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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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428,774 99.9708 661,758 0.0201 300,763 0.0091

3、 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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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0,959,774 99.9565 1,130,758 0.0343 300,763 0.0092

4、 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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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886,567 99.9847 405,958 0.0123 98,770 0.0030

5、 议案名称：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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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5,118,022 99.1716 27,179,573 0.8255 93,700 0.0029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

计机构并支付其2019年度审计报酬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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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9,831,988 99.9223 1,903,544 0.0578 655,763 0.0199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

计机构并支付其2019年度审计报酬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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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0,039,051 99.9286 1,903,544 0.0578 448,700 0.0136

8、 议案名称：公司与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天然气管输、购销业务的日常经营性关联

交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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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369,271 99.7783 1,027,558 0.1543 448,700 0.0674

9、 议案名称：公司与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资金往来的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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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1,493,547 97.8445 14,258,282 2.1414 93,700 0.0141

10、 议案名称：公司与上海申能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关于融资租赁业务的日常经营性关联

交易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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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4,369,271 99.7783 1,382,558 0.2076 93,700 0.0141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注册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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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1,270,037 99.9659 1,027,558 0.0312 93,700 0.002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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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史平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3,247,265,183 98.6294

是

12.02

选举刘海波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3,247,354,183 98.6321

是

12.03

选举李争浩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3,247,265,183 98.6294

是

12.04

选举倪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246,621,483 98.6098

是

12.05

选举奚力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3,247,604,993 98.6397

是

12.06

选举臧良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245,875,626 98.5872

是

13、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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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选举刘浩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3,247,979,484 98.6511

是

13.02

选举杨朝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248,038,784 98.6529

是

13.03

选举俞卫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248,038,784 98.6529

是

13.04

选举秦海岩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3,248,050,784 98.6532

是

14、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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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陈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3,247,571,084 98.6387

是

14.02

选举胡磊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3,242,776,548 98.4930

是

14.03

选举俞雪纯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

事

3,242,421,548 98.4823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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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287,567,474 99.8248 405,958 0.1409 98,770 0.034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议案9、议案10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为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数为2,626,545,766股，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国权、孙矜如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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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证券代码：600642� �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2020-031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11名，实到董事10名，独立董事秦海岩委托独立董事刘浩代为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全票同意，选举倪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二、以全票同意，选举奚力强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三、以全票同意，决定（按姓氏笔画为序）史平洋、秦海岩、倪斌、奚力强、臧良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四、以全票同意，决定（按姓氏笔画为序）刘浩、李争浩、俞卫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五、以全票同意，决定（按姓氏笔画为序）杨朝军、俞卫锋、倪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六、以全票同意，聘任奚力强为公司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浩、杨朝军、俞

卫锋、秦海岩同意上述聘任。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6月11日披露的《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

次会议决议公告》。

七、以全票同意，聘任余永林、谢峰、舒彤、王振宇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同本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刘浩、杨朝军、俞卫锋、秦海岩同意上述聘任。（余永林、谢峰、舒彤、王振宇简历附后）

八、以全票同意，聘任谢峰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刘浩、杨朝军、

俞卫锋、秦海岩同意上述聘任。

九、以全票同意，聘任周鸣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同本届董事会。（周鸣简历附后）

同日，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分别召开第一次会议，选

举倪斌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选举刘浩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

选举杨朝军为公司第十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主任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附：余永林、谢峰、舒彤、王振宇、周鸣简历

余永林简历

余永林，男，1965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余永林曾任安徽省电力开发总公司计划处副处长、处长,安徽省能源投资总公司计划处处

长、投资部主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申能（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申能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经营部副经理、总经理助理兼投资开发部经理、总经济师。

谢峰简历

谢峰，女，196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

谢峰曾任上海申美有限公司成本会计，正大国际财务有限公司财会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计划财务部副主管，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经理、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部副经理、内控部负责人、内控部经理、财务部经理。

舒彤简历

舒彤，女，1968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舒彤曾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副经理、投资经营部副经理、企业管理部副经理、计划

发展部负责人、计划部经理、副总经济师。

王振宇简历

王振宇，男，1971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硕士，正高级工程师。现任申能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王振宇曾任上海吴泾第二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检修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兼检修部经

理，副总经理；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生技部、安全部、保卫部三部门副经理（主持工作）、经理；上

海申能临港燃机发电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周鸣简历

周鸣，男，1970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硕士，高级经济师，律师资格。现任申能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周鸣曾任上海市地铁总公司企业管理处职员，申能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主管、主管、经

理助理、副经理。

证券代码：600642� � � �股票简称：申能股份 编号：2020-032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30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名，参加表决监事5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一致选举俞雪纯同志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俞雪纯同志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1日

附件

申能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俞雪纯简历

俞雪纯，男，196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济师、综合管理部经理。

俞雪纯曾任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副主管，申能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管、副主任，申

能（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副经理、经理，申能（集

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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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8� � � �证券简称：泸州老窖 公告编号：2020-20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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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6月30日（星期二）14:30

（2）股东网络投票时间：

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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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30日9:15至9:25,

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30日9:15

至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南光路71号泸州老窖营销网络指挥中心东楼一

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淼董事长

6.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出席人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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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9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901,917,9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464,752,476股的 61.574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154,848,3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716%。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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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

计为753,041,3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108%。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5,971,77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7%。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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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48,

876,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639%。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148,876,

5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63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5.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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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进行了表决：

审议通过了提案1.00《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01,848,4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3％；反对20,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3％； 弃权49,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4％。

审议通过了提案2.00《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01,852,7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8％；反对15,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弃权49,7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审议通过了提案3.00《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01,852,9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8％；反对15,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弃权49,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审议通过了提案4.00《2019年年度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901,852,9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8％；反对15,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弃权49,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5％。

审议通过了提案5.00《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901,894,9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4％；反对22,8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5％； 弃权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54,825,3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1％；反

对22,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47％；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1％。

审议通过了提案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94,597,7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84％；反对4,234,00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694％；弃权3,086,2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34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7,528,1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2727％；反

对4,234,0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343％；弃权3,086,20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1.9930％。

审议通过了提案7.00《关于增加酿酒工程技改项目投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01,901,5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2％；反对15,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7％； 弃权9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杨波、张雪现场见证并就本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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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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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日

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之信息安B溢价风险

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信诚中证信息安全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B�份额（场内简称：信息安B，代码：150310）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

金份额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2020年6月29日信息安B二级市场收盘价为1.298元，相对于

当日0.979元的基金份额净值，溢价幅度达到32.58%。截止2020年6月30日，信息安B二级市场

收盘价为1.298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信息安B将于2020年7月1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自

2020年7月1日10：30起复牌，恢复正常交易。

特此提醒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及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注意投资风险。为此，本

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要求，

公募产品不得进行份额分级，应在《资管新规》规定的过渡期结束前进行整改规范，请投资

者关注相关风险，如溢价买入可能造成较大损失等。

2、信息安B具有预期风险、预期收益较高的特征。 由于信息安B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信

息安B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信诚信息安全份额（场内简称：信息安全，基础份

额，代码：165523）净值和信诚信息安全A份额（场内简称：信息安A，代码：150309）参考净值

的变动幅度，即信息安B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信息安B的持

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3、信息安B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本基金管理

人仍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信诚中证信息安全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相匹配的基金，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交通

银行手机银行渠道基金申购及定期

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通银行” ）协商，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现决定于2020年7月

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24:00期间，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

道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参与活动的基金以交通银行公布的信息为准。

三、活动内容

1、费率优惠活动时间：2020年7月1日00:00至2020年12月31日24:00。

2、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已领取基金1折权益的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

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基金1折权益是指：在费率优惠活动

期间，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领取的可享受基金申购、定投费率1折优惠的权益。

3、在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已领取基金1折权益的个人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

道签约定投协议，并于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投交易，享受定投1折费率优惠。

四、重要提示

1、未领取基金1折权益的客户在交通银行手机银行不享受本次费率优惠。

2、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

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

及定期定额投资、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前端模式申购”是指申购基金

时就需要支付申购费的购买方式。

原基金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客户通过柜面、 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在手机银行渠道费率优惠

活动期间内的扣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客户在手机银行进行基金组合产品的申购与定投享受1折费率优

惠（无前端申购费率或不支持费率优惠的开放式基金除外）。

4、自公告即日起，新增参加或退出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

的基金，本公司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5、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交

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6、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敬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www.

citicprufunds.com.cn）的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了

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网站：www.bankcomm.com

2、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6-0066

网站：www.citicprufunds.com.cn

六、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

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7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