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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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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在宁波环球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航运广场４３２５会议室以现场结合电话方式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此
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９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公司董事毛剑宏、宫黎明、金星、江涛、石焕挺、盛永校、严俊、郑少平、许永
斌、吕靖、冯博、赵永清、潘士远参加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陈志昂先生因事请假，
书面委托公司董事金星先生代为出席。会议符合《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规定的
召开方式，且达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
法定董事人数。
本次会议由毛剑宏主持，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审议，本次会议经表决一致通过全部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
一） 审议通过 《
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为加快实现全省港口一体化、协同化发展，并进一步解决公司与间接控股股
东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省海港集团”）在本次交易前存
在的同业竞争问题，公司拟以５，６４１，９４６，０１０．４８元的交易对价现金收购相关同业
竞争资产股权，具体包括省海港集团持有的嘉兴港口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
港嘉兴港务有限公司、温州港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义乌港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以
及浙江头门港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头门港港务有限公司１００％股权。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审议该项议案前审议了议案相关资料， 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长毛剑宏、董事宫黎明是该议案的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因此该
议案具有有效表决权的票数为１２票。
详见公司披露的２０２０－０９３号公告）
表决结果：１２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审议通过《
关于提名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提名丁送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连选可以连任。
公司五名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１４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同意提交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三） 审议通过《
关于提名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公司外部董事严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
员， 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任期届满止；提名独立董事潘士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
期届满止。
表决结果：１４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
四） 审议通过《
关于召开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在宁波环球航运广场４６楼会议室以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七次会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
（
详见公司披露的临２０２０－０９４号公告）
表决结果：１４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附件：丁送平先生简历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附件
丁送平先生简历
丁送平先生，出生于１９７１年１月，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宁
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丁送平先生１９８８年参加工作，２００６
年９月至２００９年７月任镇海港埠分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员，２００９年７
月至２０１１年６月先后任嘉兴市乍浦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 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７年５月任嘉兴市乍浦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委书记， 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２０年５月任浙江海港嘉兴港务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兼嘉兴市乍浦港口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２０１７年６月
任浙江海港嘉兴港务有限公司董事。自２０２０年５月起，丁先生担任宁波舟山港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自２０２０年６月起，丁先生担任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丁先生拥有上海交通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行政管理专业本科学历。丁先生
是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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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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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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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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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１日 ０９点３０分
召开地点：宁波市宁东路２６９号环球航运广场４６楼会议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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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２１日
至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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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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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应按照《
执行。
（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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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票股东类型

议案名称

Ａ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２．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关于选举丁送平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
１）人
√

１、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相关议案的详细情况， 请见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
证券时
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以及《
报》同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２、 特别决议议案：无

３、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１、２
４、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１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宁波舟山港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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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
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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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
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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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五）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
六）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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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０１０１８

宁波港

２０２０／１２／１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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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代
（
一） 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理人另需书面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 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东账户卡、本
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
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二） 登记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７日上午８：３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００－４：００，逾期不
予受理。
（
三）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六、 其他事项
股东代理人另需书
（
一）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面授权委托书及代理人身份证），法人股东代表请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
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会议。
（
二）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
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
三）为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保障参会安全，建议股东及股东代表
优先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
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配合做好参会登记、出示“
甬行码”、接受体温检测等相关
防疫工作。
（
四）与会股东交通和住宿费用自理。
（
五）会议联系方式：
１、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宁东路２６９号宁波环球航运广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３１５０４０）
电话：０５７４－２７６９５０８０
２、联系人：程小龙
传真：０５７４－２７６８７００１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附件２：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 报备文件
１、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２、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１：授权委托书
证券代码：００１９７９

证券代码：０００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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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１、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具体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新 《
深圳市南山区城市更新单元房屋搬迁补偿回迁安置协
议》将替代经２０２０年８月３日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旧《
深圳市南山
区城市更新单元房屋搬迁补偿回迁安置协议》，除协议主体中的深圳中电蓝海控股有限公
司（
简称“
中电蓝海”）变更为中电蓝海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南方信息企业有限公司外，其
他协议条款不变。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１４：００
网络投票的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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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交
易时间即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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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７日上午９：１５－下午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工业园长城大厦１６楼
３、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主 持 人：董事郭涵冰先生
中国证券报》、
６、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２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６日在《
《
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
关于召开２０２０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关于
２０２０－１０１号）、《
２０２０－１１２号）、《
召开２０２０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２０２０－１１４号），公告了２０２０年度第六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及投票表决的方式和方法。
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７、会议的召开符合《
定。
（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１１５人，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１，２３７，７９５，７５０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４２．２７２％。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５人，其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１，
１９０，９７６，２９１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４０．６７３％；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１１０人，其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４６，８１９，４５９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总股份的
１．５９９％。
２、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
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特别决议议案
１、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和董事高管（
关联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
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５，５８２，６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４３５％；反对３，
７３０，２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６４％；弃权３００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１％。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２、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和董事高管（
关联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
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
１）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４５，５８０，１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４３０％；反对３，
７０８，４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２０％；弃权２４，６００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５０％。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
２）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同意４５，８４７，７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４３０％；反对３，
４６５，４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０２８％；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
３）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４５，８７３，７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３．０２５％；反对３，
４１４，８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６．９２５％；弃权２４，６００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５０％。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
４）定价方式及发行价格
同意４５，５４０，２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３４９％；反对３，
７６１，４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６２８％；弃权１１，５００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２３％。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
５）发行数量
同意４５，５５４，１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３７７％；反对３，
７５９，０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６２３％；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６２３％。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
６）限售期安排
同意４５，５６２，５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３９４％；反对３，
７２６，０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５６％；弃权２４，６００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５０％。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
７）募集资金投向
同意４５，７２０，１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７１４％；反对３，
５９３，０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２８６％；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
８）上市地点
同意４５，５８０，１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４３０％；反对３，
７０８，４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２０％；弃权２４，６００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５０％。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
９）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４５，５８０，１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４３０％；反对３，
７３３，０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７０％；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
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ＣＭＳＫ】２０２０－１５９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
１０）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４５，５８０，１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４３０％；反对３，
７０８，４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２０％；弃权２４，６００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５０％。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３、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和董事高管（
关联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
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５，５７９，８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４２９％；反对３，
７３３，０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７０％；弃权３００股，占出席会
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１％。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和董事高管（
关联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
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４，１０２，９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８９．４３４％；反对３，
５６８，４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２３６％；弃权１，６４１，８００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３．３２９％。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５、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和董事高管（
关联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
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４，１０３，２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８９．４３５％；反对３，
５９３，０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１１％；弃权１，６１６，９００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３．２７９％。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６、关于公司与中电有限、中电金控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和董事高管（
关联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
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３，９６７，６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８９．１６０％；反对３，
７０４，０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１１％；弃权１，６４１，５００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３．３２９％。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７、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１，２３３，９４０，４１８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６８９％；反对２，２２１，
１３２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７９％；弃权１，６３４，２００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３２％。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５，４５７，９１５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２．１８２％； 反对２，
２２１，１３２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４．５０４％；弃权１，６３４，２００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３．３１４％。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８、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和董事高管（
关联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
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３，９６７，６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８９．１６０％；反对３，
７０４，０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５１１％；弃权１，６４１，５００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３．３２９％。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９、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
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和董事高管（
关联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
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３，４９８，３５７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８８．２０８％；反对４，
１６９，７９０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８．４５６％；弃权１，６４５，１００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３．３３６％。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１０、 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同意１，１９０，９７６，２９１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５７６％；反对３，４３９，
４９０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２８８％；弃权１，６２８，４００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３６％。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２，４９３，７８８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３２．９７９％；反对３，４３９，
４９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４５．４８６％；弃权１，６２８，４００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２１．５３５％。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二、审议普通决议议案
１１、关于制定未来三年（
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同意１，２３３，３９９，１１８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６４５％；反对２，１４５，
７３２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７３％；弃权２，２５０，９００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１８２％。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４，９１６，６１５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１．０８４％； 反对２，
１４５，７３２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４．３５１％；弃权２，２５０，９００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４．５６４％。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
通过。
１２、关于城市更新项目搬迁补偿协议主体变更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关联法人股东和董事高管（
关联自然人股东）所持股份均需在该议案中回避表决，因
此本议案的总体表决情况为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４３，５５８，６１５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８８．３３０％；反对３，
４９７，９３２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０９３％；弃权２，２５６，７００股，占
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４．５７６％。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
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及律师姓名：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万利民律师、程珊律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
２、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
及《
公司章程》等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２、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３、公司２０２０年度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４、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或“
招商蛇口”）第
二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通知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以专人送达、电子
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会议以通讯
方式举行，应到董事９人，实到董事９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向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教育局捐赠资金的议案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
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
二、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议案一的表决结果为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议案二涉及关联交易，关
联董事褚宗生、 罗慧来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非关联董事以７票同意、０票反
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议案二。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证券代码：００１９７９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
公司”）之全
苏州）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苏南公司”）拟向招商证券投
资子公司招商局地产（
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招商证券投资”）转让无锡瑞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项目公司”）２４．５％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２９，９４７．０５万元。
由于招商证券投资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招商局集团”），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交
简称“
易构成关联交易。
关于转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对《
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褚宗生、罗慧来回避表
决，非关联董事表决结果为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议案表决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未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１号Ａ栋２０１室（
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
秘书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证券投资、金融产品投资、大宗商品投资（
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投
资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注册资本：人民币７１０，０００万元
主要股东：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比例１００％
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投资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资设立，为招商证券旗下另类投
资子公司， 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日正式取得深圳市工商局核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２０１９年， 招商证券投资营业收入为人民币１２，７３９．８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１０，７２８．７万元； 截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招商证券投资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２２３，
经
３８２．３万元，负债总额为人民币１，２９９．３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２２２，０８３．０万元。（
审计）
招商证券投资与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投资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无锡瑞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无锡市惠山区钱桥盛岸西路３３１号百乐广场写字楼１１楼１１０３室
法定代表人：潘宏伟
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２２，０００万元
成立日期：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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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物业管
理；住房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公司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
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１日）项目公司股东及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股东方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出资比例

实际出资额
（
万元）

苏南公司

１２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合计

１２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０

项目公司资产结构以及经营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中国长城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１日／２０２０年４月２０日至２０２０年
５月３１日

总资产

１１７，６３８．６６

总负债

１１７，６３８．６６

应收款项总额

０．００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０．００

净资产

０．００

主营业务收入

０．００

净利润

０．０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特此公告

公告编号：【
ＣＭＳＫ】２０２０－１60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１１７，６３８．１９

注： 上述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１日的财务数据已经苏州万隆永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并出具无保留意见的（
文号：苏万隆专审字（
２０２０）第１－１１９１号）审计
报告。
项目公司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授权委托书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单位（
或本人）出席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１日召开的
贵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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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关于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序号

同意

反对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弃权

投票数

２．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２．０１

关于选举丁送平先生为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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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２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投资者应针对各议
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
议案组下应选董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１００股股票，该
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１０名， 董事候选人有１２名， 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
组，拥有１０００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
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
的候选人。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
董事５名，董事候选人有６名；应选独立董事２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３名；应选监事
２名，监事候选人有３名。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４．０１

例：陈××

４．０２

例：赵××

４．０３

例：蒋××

……

……

４．０６

例：宋××

５．００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５．０１

例：张××

５．０２

例：王××

５．０３

例：杨××

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６．０１

例：李××

６．０２

例：陈××

６．０３

例：黄××

投票数

投票数

投票数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１００股股票， 采用累积投票制，他
她）在议案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５００票的表决权，在议案５．００“
关于选
（
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２００票的表决权，在议案６．００“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２００
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５００票为限，对议案４．００按自己的意愿表决。他（
她）既可以把
５００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

－

－

－

１００

４．００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４．０１

例：陈××

５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２

例：赵××

０

１００

４．０３

例：蒋××

０

１００

……

……

…

…

…

４．０６

例：宋××

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２００

以下合称“
目
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为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洋溪５号地块（
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目标地块主要信息如下：土地用途为住宅用
地； 土地使用年限为住宅７０年； 项目地块位于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上伟路南
侧、林溪路东侧，具体四至为：东至现状空地，南至洋溪路，西至林溪路，北至上伟
路；土地出让面积８３，０１０．２平方米，容积率为１．５，计容总建筑面积１２４，５１５．３平方
米（
最终指标以政府规划文件批复为准）；土地成交总价为人民币１１４，１１０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信
资评报字【
２０２０】第３００５５号）》结论中的评估净资产值作为定价依据，由双方按照
不低于该评估净资产值的原则确定项目公司股权转让价格， 因项目公司在评估
基准日后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２２，０００万元， 最终股权转让价格＝（
项目公司评
估净资产值６．９９万元＋项目公司实缴注册资本金１２２，０００万元＋股权溢价２２５．８７
万元）＊２４．５％，即人民币２９，９４７．０５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合作方式
苏南公司以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招商证券投资转让项目公司２４．５％股
权。股权转让完成后，苏南公司持有项目公司７５．５％股权，招商证券投资持有项
目公司２４．５％股权，双方对项目公司同股同权，共担风险，共享收益。苏南公司对
项目公司操盘并表。
（
二）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上海立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
信
资评报字【
２０２０】第３００５５号）》结论中的评估净资产值作为定价依据，由双方按照
不低于该评估净资产值的原则确定项目公司股权转让价格， 因项目公司在评估
基准日后实缴注册资本人民币１２２，０００万元， 最终股权转让价格＝（
项目公司评
估净资产值＋项目公司实缴注册资本金＋股权溢价）＊２４．５％，即人民币２９，９４７．０５
万元。
评估基准日（
２０２０年５月３１日）后至项目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成期间，项目公
司项目建设过程中发生的资金支出， 由苏南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按照转让后的
持股比例向项目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评估基准日后至项目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完
成期间，项目公司损益由苏南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按照转让后的持股比例承担。
（
三）支付安排
本次交易协议签署１０个工作日内， 招商证券投资应以货币现金形式向苏南
公司付清全部股权转让价款。
（
四）生效安排
本次交易协议自苏南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公章后成立，经本公司有权机构审批通过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交易通过转让项目公司股权引入合作方， 有利于协调招商局集团内部
优势资源，合理高效运作，优化公司资源配置，加速公司资金回笼，符合公司自身
经营战略需要，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 公司与招商证券投资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额约为
人民币５２，０２０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与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前获得了独立董事的认可， 并在董事会上获得了独立董事
的同意，独立意见如下：本次股权转让有助于公司提升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
经营发展规划，遵循了公开、公平的原则，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
害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备查文件
（
一）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
二）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认可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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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捐赠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捐赠事项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
招商蛇口”）拟
以自有资金向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教育局捐赠人民币１，０００万元，用于支持十堰
市张湾区教育局下属的东风第一小学、 张湾小学学校硬件设施改造升级和教育
教学质量提升。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本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对上
述捐赠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了《
关于向湖北省十堰市张湾区教育局捐赠资金的议案》。本次捐赠事项无需提
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捐赠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接受捐赠方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十堰市张湾区教育局
机构性质：事业机关
负责人：李著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１１４２０３０３０１１０９０４３５１
机构地址：十堰市车城西路２９５号
１９８４年６月，设立十堰市张湾区文教卫办公室，隶属十堰市张湾区人民政府
管理，８月，组建张湾区教育组，隶属张湾区文教卫办公室管理。１９８６年１０月，由张
湾区教育组和花果区教育组合并成立十堰市张湾区教育委员会。１９９７年７月，十
堰市张湾区教育委员会更名为十堰市张湾区教育局。
十堰市张湾区教育局区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
策部署，管理包括十堰市东风第一小学在内的５１所中小学，９８所幼儿园，其中义
务教育阶段教职工３，０００多人，中小学生近５０，０００人，幼儿园幼儿１５，０００多人。
十堰市张湾区教育局与招商蛇口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三、捐赠事项目的和影响
本公司向十堰市张湾区教育局捐赠资金，旨在支持当地学校硬件设施改善，
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本次捐赠是招商蛇口回馈社会、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
的又一体现，有助于提升公司社会形象、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对公司当期及未
来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