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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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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1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1年1月23日以现场方式在云南省

玉溪市澄江市环湖东路10号抚仙湖希尔顿酒店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参加表决

董事7人，蓝波先生主持会议，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已经2020年 12月31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蓝波先生为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

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规定，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由2名独立董事和3名董事组成，并由董事长担任委员会主任。

根据董事会的提名，拟聘任陈方若先生、蓝波先生、刘海兰女士、朱伟文女士、于力如先生

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并由蓝波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规定，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由2名独立董事和1名董事组成，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根据董事会的提名，拟聘任刘海兰女士、赵振基先生、朱伟文女士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并由

刘海兰女士担任主任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规定， 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由2名独立董事和1名董事组成，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根据董事会的提名，拟聘任陈方若先生、蓝波先生和赵振基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并由

陈方若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简历详见附件）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 规定，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2名独立董事和1名董事组成，并由独立董事担任主任委员。

根据董事会的提名， 拟聘任刘海兰女士、 赵振基先生和李恒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并由刘海兰女士担任主任委员。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6、审议《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的提名及提名委员会初步审核，拟聘任蓝波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李恒先生为公

司董事会秘书、李子波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核蓝波先生、李恒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认为被推荐人具备相关专业

知识和决策、协调与执行能力，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

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蓝波先生担任公

司总经理，李恒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总经理蓝波先生提名及提名委员会初步审核，拟聘任胡渝明先生、江燕银女士、施艳

春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李恒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附件）

副总经理和财务总监的任期从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独立董事意见：经审胡渝明先生、江燕银女士、施艳春女士、李恒先生的个人简历，我们认

为被推荐人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决策、协调与执行能力，符合履行相关职责的要求，任职资格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胡渝明先生、江燕银女士、施艳春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李恒

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关于参与云南地方法人寿险公司申筹工作及参股投资设立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参与云南地方法人寿险公司申筹工作及参股投资设立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1-007）。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附件：简历

蓝波（曾用名“兰波” ）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1月出生，硕士学历，毕

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84年9月至1988年7月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系；1988年7月

至1990年7月，在云南云兴股份有限公司任办公室职员；1990年7月至1992年1月，在昆明市经济

贸易委员会包装技术协会任办公室职员；1992年1月至1994年1月，在云南铁路建设指挥部计财

处统计科任副科长；1994年1月至1995年1月，在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任产品经理；1995年1

月至2004年12月，在深圳海王星辰连锁药房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常务副总经理。2002年至

2005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4年9月至今，在健之佳任董事长、总

经理。

陈方若先生，中国国籍， 1965年10月出生，博士学历，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

学院。1992�年-2018�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终身讲席教授。2018�年至今任上海交通大

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光启讲席教授，现担任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上海敦复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上海管理科学学会副理事长。

刘海兰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2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1986

年9月至1990年7月就读于北方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1990年8月至1998年10月于云南有色地质

局（前身西南有色地质勘查局）任会计、审计科长；1998年10月至2009年9月，于中和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云南分所历任项目经理、审计部经理；2009年9月至2010年5月，于信永中和昆明分所

任审计部经理、高级经理；2010年6月至2015年1月，于云南锦苑花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任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2015年1月至2019年5月，任云南锦苑花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2011年7月至2019年10月， 任云南锦科花卉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1月至

2019年12月，任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2015年5月至今任贵研

铂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4月至2018年12月， 任云南晋宁花卉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监

事；2017年2月至今，任云南锦苑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7年8月至2020年

6月，任保山保农农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9月至今，任昆明川金诺化工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2020年3月至今，任闻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15年12月至今，任健之佳独立

董事。

赵振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1996年9月-2000

年7月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7月-2001年6月任 《福建省泉州晚报》 社记者；2001年7月

-2001年11月任《深圳南山日报》社特稿记者；2001年7月-2002年10月任深圳华润超市管理公

司内刊编辑；2002年11月-2007年7月任《中国药店》杂志社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2007年8月

-2009年4月任《中国航务周刊》执行主编；2009年9月至今任《中国药店》杂志社研究部主任、

采编总监；2020年8月至今，任健之佳独立董事。

朱伟文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9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英国杜伦大学。

1990年8月至1994年3月，任无锡虹美电器集团外经科科员；1994年3月至1996年8月任无锡永固

电子有限公司物料部采购员。1996年8月至2009年7月历任英飞凌科技（无锡）有限公司采购部

采购文员、采购主管、采购经理。2011年8月至2012年12月派克动力传动（无锡）有限公司供应

链经理；2012年12月至2019年1月， 任上海上师出国咨询服务有限公司部门经理。2019年1月退

休。

于力如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出生，硕士学历。2005-2010年任默特克

电源 （上海） 有限公司事业部经理，2010-2011年任云南恒创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市场经理，

2012-2015年任上海比特景观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经理，2015年至今任上海科华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

李恒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8月出生，本科学历。1995年7月至1999年6

月就读于重庆商学院税务专业；1999年7月至2000年1月，任云南同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助

理审计员；2000年1月至2003年1月， 任天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助理审计员、业

务人员；2003年1月至2009年9月，任中和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专业技术部高

级业务经理、审计四部部门经理；2009年10月至2013年6月，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昆明分所审计高级经理；2013年7月至2014年7月，任云南城港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7

月至今，任云南本色花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6年2月至今，任健之佳财务总监；

2017年3月至今兼任健之佳董事会秘书。

胡渝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1984年9月至1988

年8月就读于安徽财经大学商品学专业；1988年10月至1991年5月任昆明供销社食品批发部经

理；1991年5月至1996年8月任昆明金穗饭店商场经理；1996年8月至1998年10月任昆明粮贸公

司副总经理兼金茂酒店副总经理、 金苑商厦超市副总经理；1998年11月至2000年9月任昆明沃

尔玛超市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00年9月至2002年5月任福州沃尔玛超市有限公司长城店

总经理；2002年5月至2003年5月任昆明沃尔玛超市有限公司集大店总经理；2003年5月至2005

年9月任昆明百安居建材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2005年10月至2007年9月任中国百安居建材超

市有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 华西区总经理；2007年9月至2009年12月任中国百安居建材超市有

限公司中国区副总裁、华北区总经理；2010年8月至2011年5月任健之佳常务副总经理；2011年5

月至2012年9月任中国伊顿教育集团幼儿园事业部总经理；2012年9月至今， 任健之佳副总裁；

2016年1月至今，任健之佳副总经理。

江燕银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11月出生，中技学历。1989年9月至1999

年2月任昆明轻工业机械厂职工；1999年3月至2002年9月任健之佳有限店长；2002年10月至

2007年12月任健之佳有限区域经理；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任健之佳营运总监，2018年1月，任

健之佳副总经理。

施艳春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7月出生，专科学历,1996年6月至1998年

7月就读于安徽合肥计算机学院计算机及其应用；1998年12月至2000年2�月任云南健之佳连锁

健康用品有限公司营业员、 店长；2000年3月至2004年12月任云南健之佳药业有限公司采购品

类经理、采购部负责人、采购部经理；2005年1月至2010年6月任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助理兼采购部经理、总裁助理兼产品开发部经理；2005年7月至2006年7月就读于北

京大学亚太教育中心医药行业市场营销管理专业EMBA；2010年7月至2011年8月任云南健之佳

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广西分部副总经理；2017年7月至2020年1月就读于山东大

学中药专业；2011年9�月至今任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电子商务总监、电子商务

事业部副总经理、电商分部总经理、电商事业部总经理。

李子波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2010年8月-2012

年7月，任昆明德克士食品开发有限公司储备干部，2012年加入公司，并先后在会计部、资金部

任职；2015年2月至2017年1月任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主管，2017年2月至今任董事会办公室

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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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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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1月18日以

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监事，会议于2021年1月23日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参加监事3人，实际参

加监事3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金玉梅女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

开及其议定事项，合法有效。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现选举金玉梅女士为公司第五

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从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

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此议案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1月26日

附件：简历

金玉梅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1993年9月至1996

年7月就读于昆明冶金工校；1996年7月至1999年10月任云南科工贸医药实业公司职员；1999年

10月至2004年9月在连锁药房历任营业员、店长、区域经理；2004年10月至2008年8月在健之佳

有限历任人事主管、人事部负责人、人力资源部副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2008年3月至2010年7

月就读于云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2008年8月至今历任健之佳人力资源部经理、 总经理办公室

副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2014年3月至今，任健之佳职工监事，2019年1月至今，任健之佳监

事会主席，2019年5月至今任健之佳风控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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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云南地方法人寿险公司

申筹工作及参股投资设立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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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称，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拟投资金额：3,000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

1、拟申筹参股寿险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协议书还未正式签订，项目后续进展存在一定的

不确定性。

2、拟申筹参股寿险公司的申请、筹备、设立工作需满足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审慎监管要求

且需经过工商部门核准，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3、若申筹、设立工作顺利，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参与出资设立的参股寿险公司是否能够

高效、顺利运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理等风险，

参股公司盈利存在不确定性，对此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相关的政策导向，

审慎经营，积极提高自身经营管理能力，防范和降低作为股东可能面对的风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期拟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和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富滇

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称，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以下简称“寿险公司” ）。公司拟

出资3,000万元，认购其1.5%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事项于2021年1

月2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中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在董事会权限

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投资事项的申请、筹备、设立工作需满足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审慎监管要求且需经过

工商部门核准。

本次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共同出资方的基本情况

1、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西路285号

成立日期： 1997-09-05

法定代表人： 邱录军

注册资本：人民币2,417,030万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经营和管理省级基本建设资金和省级专项建设基金，对省安排的基础产业、基

础设施、优势产业项目以及国务院各部门在云南省的重要投资项目，采取参股和根据国家批准

的融资业务等方式进行投资和经营管理。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在“2019中国企业500强” 榜单中，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位列第175位，较2018年提升10�位。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2019年末，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3,756亿

元，净资产1,289亿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283亿元，净利润27亿元。（数据已经审计）

2、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昆明市青年路448号华尔顿大厦5-6层

成立日期： 2005-11-30

法定代表人： 李剑峰

注册资本：人民币 520,000万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受政府委托进行项目投资及经营管理；接受委托进行资产经营管理；产业开

发；土地开发；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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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经过多年发展，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展成为

综合实力大幅增强，治理完善、运营良好、充满活力的大型产业投资控股企业。目前，公司下设

13个职能部门，有17家全资子公司、22家控股子公司、3家控股合伙制企业。截至2019年底，昆明

产投公司资产总额约837亿元。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末，昆明产业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837.61

亿元，净资产347.94亿元。 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57.41亿元，净利润 4.14亿元（数据已经审

计）。

3、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第一污水处理厂内办公楼

成立日期： 2004-10-13

法定代表人： 马振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00万元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经营范围： 经营管理污水处理产业，收取污水处理费；受托作为出资人代表承担昆明市人

民政府确定的滇池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和经营管理；开展基础性产业、高科技产业及其它产

业的投资、经营和专业化资产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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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现有8家全资子公司，3家控

股公司，5家参股公司，各公司围绕所承担的滇池治理工作任务和业务范围，形成了投、融、建、

管一体化统筹，系统内协作分工机制，构建了环保水务、市政排水、项目建设、土地开发、资产管

理等产业版块。

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19年末，昆明滇池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704.95亿元，

净资产284.67亿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9.87亿元，净利润3.26亿元（数据已经审计）。

上述共同出资方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富滇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称，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注册地址：云南省昆明市

公司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工商核准为准）

法定代表人：待定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分红型保险;万

能型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它业务。

经营范围以中国保监会批准和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为准， 根据市场需求及自身发展

能力和业务需求，可依法变更经营范围。

拟申筹参股寿险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协议书还未正式签订，股权结构尚未确定，公司将根

据投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的目的

参与申筹寿险公司，能更多学习和参与商业健康保险领域业务，充分发挥各方资源优势，

有助于提升公司中长期的服务能力。

（二）本次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若后续申筹工作顺利，经保监会核准，作为不可撤销的承诺，公司将作为规范的财务Ⅰ类

股东和发起人，向拟申筹参股寿险公司投资人民币3,000万元。公司以自有资金按照申筹等工作

实际进展和要求投入，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形。该投资有利于各方资源优势互补，探索新的业务运营模式和盈利增长点，符合公

司经营发展需要。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拟申筹参股寿险公司的股东认缴出资协议书还未正式签订， 项目后续进展存在一定的不

确定性。

拟申筹参股寿险公司的申请、筹备、设立工作需满足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的审慎监管要求且

需经过工商部门核准，能否取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核准，以及最终取得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若申筹、设立工作顺利，本次投资完成后，公司参与出资设立的参股寿险公司是否能够高

效、顺利运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面临行业、政策、市场环境变化及经营管理等风险，参

股公司盈利存在不确定性，对此公司将密切关注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及行业相关的政策导向，审

慎经营，积极提高自身经营管理能力，防范和降低作为股东可能面对的风险。

公司将根据投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健之佳健康连锁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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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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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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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402,907,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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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2.6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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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杨森先生因工

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由副董事长颜建兴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大会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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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3人，副董事长颜建兴先生出席并主持会议，独立董事赵晋德

先生、梁工谦先生出席会议。董事长杨森先生、董事张姿女士、李军先生、孙洪伟先生、贾大风

先生、彭建武先生，独立董事王珠林先生、岳云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职工监事雷卫龙先生出席会议。监事会主席牟欣先生、监

事王录堂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任立新先生、董事会秘书王洪雷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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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091,652 98.5163 5,317,453 1.483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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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906,133 99.9998 0 0.0000 1,700 0.0002

3.议案名称：《关于申请2021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签署相关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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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2,906,133 99.9998 1,700 0.000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下属关联方拟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贵阳航发精密铸造有

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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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402,005 99.9980 0 0.0000 7,100 0.002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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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

关于

2021

年度与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之持续性关联交

易的议案

》

353,091,652 98.5163 5,317,453 1.4837 0 0.0000

2

《

关于

2021

年度对外担保的议

案

》

358,407,405 99.9995 0 0.0000 1,700 0.0005

3

《

关于实际控制人及下属关联

方拟对公司下属子公司贵阳

航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增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358,402,005 99.9980 0 0.0000 7,100 0.0020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赖熠、吴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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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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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股东深圳市航运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运健康” ）的通知，航运健康将其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

质押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及

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

（

股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航运

健康

否

10,330,

000

11.29% 2.10%

否 否

2021-01-

13

9999-01-

01

中粮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融资

航运

健康

否

5,165,000 5.65% 1.05%

否 否

2021-01-

20

9999-01-

01

中粮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融资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航运健康持有公司股份91,468,7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57%；其中累

计被质押69,047,9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2%。

二、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403� � � �证券简称：双林生物 公告编号：2021-004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临时会议）于2021年01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灵谋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01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会

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讨论，审议了以下议案：

1、《关于新疆德源申请3亿元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2020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约定战略合作协议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应由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借款本金额度范围内全权办理本协议项下的具体事宜。公司于近日

收到新疆德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德源” ）《关于申请3亿元流动资金的函》，

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新疆德源与公司于2020年11月30日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新疆德源现在《战略

合作协议》约定的借款本金额度内向公司申请借用3亿流动资金，专项用于偿还新疆德源与

贵州泰邦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泰邦” ）的诉讼调解款项。

新疆德源于2020年12月28日与贵州泰邦签署了《调解协议》，同日，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分别出具《民事调解书》（[2020]京03民初263号）、《民事调解书》（[2020]京03民初569

号），新疆德源与贵州泰邦诉讼事项已达成和解。根据《战略合作协议》之规定，新疆德源本

次申请3亿元流动资金的用途，符合公司与新疆德源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中规定的资金用

途，符合放款条件，公司拟在最高不超过3亿元流动资金的范围内向新疆德源放款，具体放款

时间和金额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实际情况执行。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方双林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1952� � �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21-004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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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1月22日收到公

司副总经理江玉明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江玉明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

总经理职务。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玉明先生的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江玉明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高质量

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江玉明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

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章程》等制度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公司于2021年

1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

意聘任王进强、丁涛为公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0日止。

独立董事对聘任公司副总经理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公司聘任王进强、丁涛为公司副总经理的提名、审议、表决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根据王进强、丁涛的个人履历、工作实绩等情况，我们认为本次王

进强、丁涛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具备与其行使

职权相适应的履职条件和能力。因此，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同意聘任王进强、丁涛为公司副

总经理。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附件：

副总经理简历

王进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出生，农学学士，高级农艺师。曾任江苏

省淮海农场副场长，苏垦农发淮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苏垦农发纪委书记。现任苏垦农

发副总经理。

丁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出生，经济学学士。曾任江苏倍康药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江苏开元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南京市白下区高新技术产业园

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苏垦农发战略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现任苏垦农发副

总经理，兼任苏垦农发战略投资部总经理，大华种业董事，苏垦米业董事，金太阳粮油监事。

证券代码：601952� � � �证券简称：苏垦农发 公告编号：2021-003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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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于2021年1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本次会议的

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王进强、丁涛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12月20日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江苏省苏米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全资子公司江苏省农垦米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200万元参股设立江苏省苏米

产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持股20%。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苏省农垦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6日

证券代码：002889� � �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1-008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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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时间：2021年1月25日（星期一）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10号东方嘉盛大厦6楼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孙卫平女士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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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

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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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01,421,8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38,101,429� �股的

73.4401�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226,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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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 101,322,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3682� %。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127,

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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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99,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9� %。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99,

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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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应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1,32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21％；

反对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5％；弃权39，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27,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6.1783％；反对6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6.6108％；弃权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7.2109％。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熊川、王振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