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７８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８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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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形。
２、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星期四）下午１４：３０
（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
２）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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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
（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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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
日９：１５－１５：００
星期四）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
３、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武安市２６７２厂区公司会议厅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同波先生
６、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７、因疫情原因，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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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６６人，代表股份１，
７６０，４２４，５１３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４１．１１１２％。
２、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８人，代表股份１，５９６，５８９，２９９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００５９％。
３、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５８人，代表股份１６３，８３５，２１４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４．１０５２％。
４、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６０人，代表股份１６４，０５６，２１４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４．１１０８％。
５、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逐项审议并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形成如
下决议：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１、逐项审议通过了《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张同波先生、陈伯施先生、王力先生、黄孟魁先生、
何齐书先生、薛振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１．１ 选举张同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３８，１４４，６４８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８．９０２９％，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张同波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４４，７７６，３４９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８８．２４８０％。
１．２ 选举陈伯施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３８，１４４，６４７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８．９０２９％，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陈伯施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４４，７７６，３４８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８８．２４８０％。
１．３ 选举王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３８，１１９，５９８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８．９０１５％，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王力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４４，７５１，２９９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８８．２３２７％。
１．４ 选举黄孟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３７，９９０，７５０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８．８９４２％，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黄孟魁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４４，６２２，４５１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８８．１５４２％。
１．５ 选举何齐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３７，９７１，６４９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８．８９３１％，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何齐书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４４，６０３，３５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８８．１４２６％。
１．６ 选举薛振宇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３７，９９０，８５２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８．８９４２％，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薛振宇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４４，６２２，５５３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８８．１５４３％。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２、逐项审议通过了《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闫华红女士、王忠诚先生、温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三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
议，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２．１ 选举闫华红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５３，９５２，１５６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８０２４％，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闫华红
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６０，５８３，８５７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９７．８８３４％。
２．２ 选举王忠诚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５４，１２９，９７４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８１２５％，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王忠诚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６０，７６１，６７５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９７．９９１８％。
２．３ 选举温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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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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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太保集团”）的股东申能（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申能集团”）持有公司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１，３２６，７７６，７８２股，持股比例为１３．７９％。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申能集团拟于本减持计划公告日起１５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减持公司不超过９６，２００，０００股，占公司总股本的０．９９９９６％，减持价格根据
减持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公司于近日收到申能集团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股）

申能（
集团）有限公司 ５％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５４，１２９，９７７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８１２５％，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温平先
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６０，７６１，６７８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９７．９９１８％。
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特别决议事项）；
３、审议通过了《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５３，８６２，３６２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７９７３％；反
对３，５３１，３５１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２００９％；弃权３０，８００股（
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１８％。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１６０，４９４，０６３股， 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７．８２８７％；反对３，５３１，３５１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２．１５２５％；弃权３０，８００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０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１８８％。
包括股东代理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具有表决权的股东（
人）所持表决权的２／３以上投票赞成通过。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４、逐项审议通过了《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史俊龙先生和葛鹏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４．１ 选举史俊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３６，８２８，５０４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８．８２８１％，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史俊龙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４３，４６０，２０５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８７．４４５８％。
４．２ 选举葛鹏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１，７５４，１３７，４７６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８１３０％，达
到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以未累积的股份数为准）的１／２以上，葛鹏辉
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６０，７６９，１７７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９７．９９６４％。
根据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赵文燕女
士当选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职工监事简历见附件。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由史俊龙先生、葛鹏辉先生、赵文燕女士三位监事组成，任期为
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朗山律师事务所
２、律师姓名：李志勇、张龙
３、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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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律师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附件：职工监事简历
赵文燕女士，１９６８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８年８月参加工作。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七二工厂轧钢分厂
会计、炼钢分厂主管会计、计划财务部主任会计师、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主任会计师、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
长、２０１９年１月至今任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新兴（
天津）商业保理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２０２０年４月至今任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赵文燕女士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７８

１，３２６，７７６，７８２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１３．７９％

ＩＰＯ前取得：１，２２５，０８１，９３８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１０１，６９４，８４４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最近一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申能（
集团）有限
公司

１５，８８０，９９３

０．１７５％

２０１４／１０／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４

减持价格区间
（
元／股）
２０．０１－２６．００

前期减持计划披
露日期
不适用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9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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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８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
式向董事候选人和监事候选人发出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
２８日在北京财富金融中心６３层会议室召开。 公司共计９名董事，其中８名董事亲自出席
会议，王力董事因疫情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书面授权委托陈伯施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公司监事会成员及部分其他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会议通知所
列议程进行，会议召集、出席会议董事人数、程序等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选举张同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经董事会逐项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具体如下：
（
１）战略委员会委员（
６人）：张同波、陈伯施、王力、黄孟魁、何齐书、王忠诚；召集人：
张同波
（
２）提名委员会委员（
３人）：张同波、闫华红、温平；召集人：温平
（
３）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３人）：闫华红、王忠诚、陈伯施；召集人：王忠诚
（
４）审计与风险委员会委员（
３人）：闫华红、王忠诚、黄孟魁；召集人：闫华红
以上各项表决结果均为：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决定聘任何齐书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４、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决定聘任刘跃强先生、王昌辉先生、王学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左亚
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公司总法律顾问，以上人员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
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５、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决定聘任包晓颖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聘任的有关高
级管理人员具备《
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资格；本次聘任有
关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本
次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多年的企业管理或相关工作经历，其经验和能力可以胜任
公司相关岗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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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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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无减持 营 发 展
团）有限公
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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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 股 份 ， 需要
司
股
因此， 本 次
减持视为优
先减持受到
减持规定限
制的股份）

（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
二）大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
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申能集团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的相关承诺如
下：自太保集团人民币普通股（
Ａ股）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我司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太保集团股份， 也不由太保集团
收购该部分股份。 但是于此期限内， 在太保集团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时，我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的批复履行相关
国有股减持义务的股份部分将不受上述三十六个月锁定期限制。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申能集团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因此，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减持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
二） 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为旗下部分基金代销机构并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与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以
甬兴证券”）签署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协议，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
下简称“
起，本公司将增加甬兴证券代理本公司以下产品的基金销售业务，具体办理程
序应遵循甬兴证券相关规定。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１

永赢货币市场基金

０００５３３

２

永赢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２５２１

３

永赢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２５２２

４

永赢稳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１６９

５

永赢天天利货币市场基金

００４５４５

６

永赢惠添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５７１１

７

永赢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６２５２

８

永赢消费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６２５３

９

永赢智能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６２６６

１０

永赢智能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６２６９

１１

永赢沪深３０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７５３８

１２

永赢沪深３００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７５３９

１３

永赢开泰中高等级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７５４２

１４

永赢开泰中高等级中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７５４３

１５

永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７６６４

１６

永赢创业板指数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７６６５

１７

永赢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７１１３

１８

永赢高端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７１１４

１９

永赢科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８９１９

２０

永赢科技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８９２０

２１

永赢股息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８４８０

２２

永赢股息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８４８１

２３

永赢竞争力精选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９１４０

２４

永赢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８６１８

２５

永赢医药健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０８６１９

２６

永赢迅利中高等级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０６８５２

２７

永赢稳健增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９９３２

２８

永赢港股通品质生活慧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９９８３

２９

永赢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Ａ

０１０５６２

３０

永赢成长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Ｃ

０１０５６３

３１

永赢惠泽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６８３６

注：永赢惠泽一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暂处于封
闭期，投资人办理申购、赎回、转换等业务的规则以届时发布的开放期公告为
准。
二、费率优惠及约定

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起，本公司旗下上述基金参与甬兴证券认购（
如有）、申购
含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活动期限以甬兴证
（
券活动公告为准。 上述基金原费率标准详见该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
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如本公司新增通过甬兴证券销售的基金，则自该基金在甬兴证券开放销售
业务之日起，将同时参与甬兴证券的费率优惠活动，具体折扣费率及费率优惠
活动期限以甬兴证券活动公告为准，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特别提示
１、 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甬兴证券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
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及
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
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
费。
２、费率优惠解释权归甬兴证券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
敬请投资者留意甬兴证券的有关规定。
３、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甬兴证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
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更新）等法律
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甬兴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１６－０６６６
网址：ｗｗｗ．ｙｏｎｇｘｉｎｇｓｅｃ．ｃｏｍ
２、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４００－８０５－８８８８
公司网站：ｗｗｗ．ｍａｘｗｅａｌ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
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
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
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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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
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者存款类金融机构，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
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
表现的保证。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
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敬请投资者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
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永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６、审议通过了《
董事会决定聘任王新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一致。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
７、审议通过了《
２０２１年预算计划》
表决结果：９票同意、０票弃权、０票反对。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的具体内容请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以上人员简历请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１、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附件：
一、董事长简历
张同波先生：１９６５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正高级工程师，工商
管理硕士，工学博士。 曾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本公
司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等职。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任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常委、 总经济师，２０１６年１月至今任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２０年９月至
今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张同波先生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除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外，与其它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公司法》等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总经理简历
何齐书先生：１９６８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海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工程管理硕士，高级
工程师。 １９９３年７月参加工作，曾任２６７２工厂技术员、科长、采购部部长，芜湖新兴铸管
有限责任公司修建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新兴铸管新疆
控股控股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等；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２０１７年１１月任本公司党委常委；２０１５
年１０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本公司常务副总经理，２０１７年１２
月起任本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何齐书先生截至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４２０，０００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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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三、副总经理简历
左亚涛先生：１９７０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企业法律顾问，注册会
计师，管理学硕士。 历任河北新兴铸管有限公司质量部副部长，本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
长；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计划财务部部长、总会计师、副总经理；２００８年５
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９月，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２０１５
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任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副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起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８年９月起任本公司总法律顾问。
左亚涛先生截至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４１５，８４９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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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刘跃强先生：１９６２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１９８５年参加工作，历任公
司贸易总公司副部长，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部部长、副总经理；２０１１年４月
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刘跃强先生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王昌辉先生：１９６８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工学硕士。１９８９年参加工作，历任河
北新兴铸管公司班长、工部主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芜湖新兴铸管公司铸
管部部长，本公司副总工程师。２００６年４月至２００８年５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０８年５月至
２０１１年４月任芜湖新兴铸管副总经理，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２年３月任芜湖新兴铸管工会主
席；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７年２月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工会主席；２０１２年４月至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本公司职工监事；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昌辉先生截至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３９３，１４７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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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王学柱先生：１９７２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工学硕士。１９９４年参加工作，历任本
公司轧钢部作业长、副段长、部长助理、总工程师、副部长、部长；２００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５
月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生产部部长；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０９年１２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任新兴铸管新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起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１２月任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王学柱先生截至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１８０，０００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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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
信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四、董事会秘书简历
包晓颖女士：１９８１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２００６年参加工作，
历任新兴铸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投资项目经理、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
划部副部长（
挂职）、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部投资管理资深经理、新兴铸管
集团资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本公司战略规划部部长；２０１６年８月至２０１７年７
月，任本公司武安工业区副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０１９
年８月，任新兴铸管集团资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０２０年４月，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包晓颖女士截至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９８，０００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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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五、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新伟先生：１９７５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１９９７年７月至今在新兴铸

√否
（
三）其他风险提示
申能集团承诺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
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６０１６０１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００5

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球存托凭证存续数量不足中国证
监会核准发行数量的５０％的提示性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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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证券交易所）：Ｃｈｉｎ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
● 证券全称（
Ｇｒｏｕｐ） Ｃｏ．， Ｌｔｄ．
伦敦证券交易所）：ＣＰＩＣ
● ＧＤＲ上市代码（
●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ＧＤＲ实际发行数量：１１１，６６８，２９１份。
伦敦时间）伦敦证券交易所收盘，本
● ＧＤＲ存续数量：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公司ＧＤＲ存续数量为５４，７５７，１８０份， 不足中国证监会核准的ＧＤＲ实际发行数量
的５０％。
● 本公司ＧＤＲ数量可能因ＧＤＲ兑回进一步减少，同时ＧＤＲ兑回将导致本公
司ＧＤＲ存托人Ｃｉｔｉｂａｎ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本公司Ａ股
股票数量根据ＧＤＲ注销指令相应减少并进入境内市场流通交易。
● 境外ＧＤＲ交易价格与境内基础Ａ股股票交易价格不同， 敬请广大投资者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蚂蚁（
杭州）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代理销售
机构并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蚂蚁（
杭州）基
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蚂蚁基金”）协商，蚂蚁基金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起（
含）
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东方红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
称“
东方红沪港深混合”，基金代码：００２８０３）和东方红睿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简称 “
东方红睿华沪港深混合”， 基金代码：
ＬＯＦ）（
１６９１０５），同时开通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办理
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２日起 （
含） 投资者可通过蚂蚁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
购、赎回等业务，并可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定投起点金额１０元，
无级差。
实际操作中，相关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与流程、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
以蚂蚁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
二、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１、蚂蚁（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公司网站：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ｏｍ
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２０－０８０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ｄｆｈａｍ．ｃｏｍ
三、 重要提示
１、蚂蚁基金具体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程序等，请投资者遵循蚂蚁基
金的相关规定。
２、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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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于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
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敬请投
资者关注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购买风险等级相匹配的产品。
３、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
资方式。 但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
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管股份有限公司战略规划部从事证券事务工作；２０１６年１０月起任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
王新伟先生截至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７０，０００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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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
惩戒对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７８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1０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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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１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
方式向公司监事发出第九届监事会第１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在北京财
富金融中心６３层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 会议的
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会议就公司有关事项进
行研究讨论，做出如下决议：
选举史俊龙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投票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７８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11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预算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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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８日，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２１年预算计划》，具体情况如下：
一、２０２１年经营方针
对标一流，固底板，补短板，锻长板，坚持稳中求进；
改革创新，提效率，激活力，聚动力，实现良好开局。
二、２０２１年预算目标
实现营业收入４４５亿元，营业成本对应控制在３８３．４１亿元。 主要产品产量：铸管及管
件３０９万吨，钢材５９６万吨，铸件１２．６万吨，钢管及管坯１万吨，钢格板８万吨。
三、２０２１年经营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引，全面落实党中央、国资委和集团公司各项工作部署，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动高
质量发展。 深化改革创新，对标世界一流，坚持精益管理，践行绿色理念，强化风险防
范，加强党的领导，弘扬军钢精神，以良好的开局向建厂５０周年献礼！ 以优异的成绩向
建党１００周年献礼！ 开启“
再造一个新兴铸管”奋斗新征程！
四、２０２１年公司重点工作
１、坚持市场思维，快速联动，善于在变局中开新局；
２、坚持敦本务实，强基固本，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３、坚持盘活存量，培育增量，做优主业打造新产业；
４、坚持过程管控，科学调度，加强项目全周期管理；
５、坚持对标一流，精益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６、坚持深化改革，蹄疾步稳，激发经营活力和效率；
７、坚持创新驱动，加大研发，汇聚高质量发展动能；
８、坚持数字赋能，组织变革，信息化建设补课筑基；
９、坚持依规合法，风险防控，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１０、坚持党建引领，服务经营，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
五、特别提示
该预算方案仅为公司２０２１年度经营计划的内部管理控制指标， 不代表公司对２０２１
年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宏观经济环境、行业发展状况以及公司管理团队的经
营情况等多种因素，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特别注意投资风险。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７７８

证券简称：新兴铸管

公告编号：２０２１－12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产生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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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公司
法》、《
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
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召开了第七届五十七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赵文燕女士为公
简历见本公告附件），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２
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任期起始时间与公司２０２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时间相同。
特此公告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附件：
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
赵文燕女士，１９６８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
历，高级会计师。 １９８８年８月参加工作。 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六七二工厂轧钢分厂
会计、炼钢分厂主管会计、计划财务部主任会计师、芜湖新兴铸管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
主任会计师、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任会计师、财务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
长、２０１９年１月至今任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财务部部长、新兴（
天津）商业保理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法人代表，２０２０年４月至今任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
赵文燕女士截至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也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
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注意投资风险。
一、 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ＧＤＲ数量及本公司ＧＤＲ实际发行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
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全球存托凭证并到伦敦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批复》（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１０５３号），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公司本次发行不超过
１２５，７３４，０００份全球存托凭证（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 Ｒｅｃｅｉｐｔｓ， ＧＤＲ），按照本公司确
定的转换比例计算，对应新增Ａ股基础股票不超过６２８，６７０，０００股。 本公司ＧＤＲ存
续期内的数量上限与本次ＧＤＲ实际发行规模一致，因公司送股、股份分拆或者合
并、转换比例调整等原因导致ＧＤＲ增加或者减少的，数量上限相应调整。
伦敦时间）发行１０２，８７３，３００份ＧＤＲ（
行使超额配
本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６月２２日（
售权之前）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 稳定价格操作人通过行使超额配售权要求
本公司额外发行的８，７９４，９９１份ＧＤＲ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９日（
伦敦时间）交付给相关投
资者并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交易。 因此，本公司本次ＧＤＲ实际发行数
量为１１１，６６８，２９１份。
二、 ＧＤＲ存续情况
ＧＤＲ存续期内，合格投资者除通过国际订单市场买卖ＧＤＲ外，也可通过跨境
转换机构将ＧＤＲ与Ａ股股票进行跨境转换， 跨境转换包括将Ａ股股票转换为
以下简称“
兑回”）。 本公司本次发行的ＧＤＲ于
ＧＤＲ，以及将ＧＤＲ转换为Ａ股股票（
伦敦时间） 兑回限制期届满。 兑回限制期届满的ＧＤＲ数量为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９日 （
１１１，６６８，２９１份，对应本公司Ａ股股票５５８，３４１，４５５股。 ＧＤＲ跨境转换安排具体可
参阅本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刊发的 《
关于全球存托凭证兑回限制期即将届满
的公告》。
截至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７日（
伦敦时间）伦敦证券交易所收盘，本公司ＧＤＲ存续数量
为５４，７５７，１８０份，不足中国证监会核准的ＧＤＲ实际发行数量的５０％。 本公司ＧＤＲ
数量可能因ＧＤＲ兑回进一步减少， 同时ＧＤＲ兑回将导致本公司ＧＤＲ存托人
Ｃｉｔｉｂａｎｋ，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作为名义持有人持有的本公司Ａ股股票数量根据
ＧＤＲ注销指令相应减少并进入境内市场流通交易。 境外ＧＤＲ交易价格与境内基
础Ａ股股票交易价格不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增加北京度小满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为代理销售机构
并开通定投业务的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经与北京度小满基金
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度小满基金”）协商，度小满基金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起
（
含）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东方红汇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
红汇利债券”，基金代码：Ａ类００２６５１、Ｃ类００２６５２）和东方红智远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东方红智远三年持有混合”，基金代码：００９５７６），同
时开通上述基金在度小满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业务办理
自２０２１年２月１日起（
含），投资者可通过度小满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
购业务及东方红汇利债券的赎回业务（
东方红智远三年持有期混合基金每份基
金份额持有锁定期内不能办理赎回业务），并可办理上述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定投起点金额１０元，无级差。
实际操作中，相关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与流程、最低申购金额及交易级差以
度小满基金的具体规定为准。
二、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１、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９５０５５
公司网站：ｗｗｗ．ｄｕｘｉａｏｍａｎ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４００－９２０－０８０８
公司网址：ｗｗｗ．ｄｆｈａｍ．ｃｏｍ
三、 重要提示
１、度小满基金的具体营业网点、业务办理方式及程序等，请投资者遵循度小
满基金的相关规定。
２、风险提示：东方红智远三年持有混合基金每份基金份额设置３年锁定持有
期，锁定期内基金份额不可办理赎回及转换转出业务，由红利再投资而来的基金
份额不受锁定持有期的限制。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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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投资需谨慎，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于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
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适当性
管理相关规定，提前做好风险测评，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购买风险等级相
匹配的产品。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 定
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
方式。 但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
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９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