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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

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3、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

16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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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6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地点：贵州省贵阳市都司高架桥路46号黔源大厦4楼会议中心。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罗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7人，代表股份131,164,661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42.94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股份124,513,924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40.770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3人，代表股份6,650,73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2.177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4人，代表股份16,650,797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5.45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人，代表股份10,000,06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3.27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3人，代表股份6,650,737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2.177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1、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021,5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0789％；反对4,650,2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5454％；弃权492,7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7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507,7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1121％； 反对4,650,2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9284％；弃权492,7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96％。

2、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968,9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0388％；反对4,722,8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007％；弃权472,7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6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55,1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7962％； 反对4,722,8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3644％；弃权472,7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395％。

3、审议通过了《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613,0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7674％；反对5,023,6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300％；弃权527,9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099,16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6585％； 反对5,023,63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1705％；弃权527,9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710％。

4、审议通过了《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828,8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320％；反对4,828,0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6809％；弃权507,6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8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15,0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9548％； 反对4,828,09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9962％；弃权507,6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91％。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4,720,89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0873％； 反对6,377,36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8621％；弃权66,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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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207,0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3005％；反对6,377,36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007％；弃权66,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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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88％。

6、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501,9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27％； 反对5,395,23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1133％；弃权267,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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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88,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9912％；反对5,395,23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4023％；弃权267,4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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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65％。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贵州北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

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在财务资助方面的有关规定，

与该事项有关联关系的公司股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和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合计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数量为 86,405,

043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9,029,8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7.1989％；反对5,467,43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2151％；弃权262,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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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8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921,0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5889％；反对5,467,43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2.8359％；弃权262,2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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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53％。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5,975,1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0435％； 反对5,051,7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515％；弃权137,6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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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61,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8334％；反对5,051,7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396％；弃权137,6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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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70％。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70,87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2690％； 反对4,585,4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4960％；弃权308,2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8,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757,0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6093％；反对4,585,49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5392％；弃权308,29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28,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515％。

会上，独立董事张志康代表公司独立董事作了《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

五、备查文件

1、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贵州君跃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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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

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

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4月16日在公司会议室以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1年4月

13日已通过书面、传真、电子邮件、电话或者其他口头方式发出。 公司董事共7人，实际

出席董事7人。会议由董事长赵前方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6票，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赵前方回避表决。

因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对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调整。 独立董事对

该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公告》 内容详见同日的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根据《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对于上述需要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定于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14：30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内容详见同日的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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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2020年第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且该议案已提交2021年1月13日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

公告（公告编号：2020-041、2021-003）。

2021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关联董事赵前方回避表决，独立董

事已事前认可本次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事项，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关于公

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事项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

型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宏桥” ）将回避表决。

（二）日常关联交易调整情况

1、为了降低原材料的采购成本，公司将向关联方滨州北海汇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北海汇宏” ）、滨州市宏诺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宏诺” ）、邹

平县宏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邹平宏茂” )购买废铝母线作为生产用主要

原材料，预计购买废铝母线的累计交易总金额为人民币11,700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其中预计向北海汇宏购买的额度为8,200万元人民币(不含税)；预计向滨州宏诺购买的

额度为1,200万元人民币(不含税)；预计向邹平宏茂购买的额度为2,300万元人民币(不

含税)。

2、由于采购废铝母线作为生产用原材料，将减少铝水的采购量，公司与山东宏桥

的关联交易金额由132,080万元人民币 （不含税） 调整为128,080万元人民币 （不含

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山东宏桥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39,811.94万元人民币

（不含税）。

3、由于采购废铝母线作为生产用原材料，将减少铝锭的采购量，公司与邹平县汇

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邹平汇盛” ）的关联交易金额由22,000万元人民

币（不含税）调整为13,100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与邹平汇盛

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8,144.86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4、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增加与滨州宏展铝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滨州宏

展” ）销售铸轧卷、冷轧卷的关联交易，预计向滨州宏展销售铸轧卷、冷轧卷的金额分

别为1,800万元人民币(不含税)和2,800万元人民币(不含税)。

调整前：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2021年度预计交易金

额

截止披露日已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电

力等

山东宏桥 采购液态铝、电力等 市场价原则 132,080.00 39,811.94

邹平汇盛 采购铝锭等 市场价原则 22,000.00 8,144.86

合计 154,080.00 47,956.80

调整后：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价原

则

2021年度预计交易金

额

截止披露日已发生

金额

2020年实际发生额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电力等

北海汇宏 采购废铝母线等 市场价原则 8,200.00 0 0

滨州宏诺 采购废铝母线等 市场价原则 1,200.00 0 0

邹平宏茂 采购废铝母线等 市场价原则 2,300.00 0 0

山东宏桥 采购液态铝、电力等 市场价原则 128,080.00 39,811.94 2,150.66

邹平汇盛 采购铝锭等 市场价原则 13,100.00 8,144.86 18,807.98

向关联人销售铸

轧卷、冷轧卷

滨州宏展 销售铸轧卷 市场价原则 1,800.00 0 0

滨州宏展 销售冷轧卷 市场价原则 2,800.00 0 0

合计 157,480.00 47,956.80 20,958.64

二、关联人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1、关联方名称：滨州北海汇宏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年09月04日

法定代表人：崔希忠

注册资本：35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滨州市北海新区北海大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0779543635

经营范围：氧化铝、铝板、铝箔、铝锭、铝带和铝制品项目的投资、建设、管理，备案

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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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21年3月31日，北海汇宏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158,698.7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840,359.61万元，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01,294.80万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21,444.34万元。（未经审计）

2、关联方名称：滨州市宏诺新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1年11月02日

法定代表人：路来峰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滨州经济开发区220国道以北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586055278L

经营范围：铝矿砂（铝矾土）贸易；铝锭、铝板、铝箔、铝带和铝制品的生产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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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21年3月31日，滨州宏诺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020,148.31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827,687.73万元，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42,094.72万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36,077.08万元。（未经审计）

3、邹平县宏茂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04月21日

法定代表人：宋爱东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魏桥镇小清河以南、242省道以西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6MA3C9FJ98L

经营范围：新型结构金属材料生产技术的研发；销售铝矾土；铝锭、铝板、铝箔、铝

带、铝型材压延加工及销售。 备案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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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21年3月31日，邹平宏茂资产总额为人民币396,748.82万元，净资产为人民

币270,512.93万元，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41,054.03万元，净利润为人民

币16,624.42万元。（未经审计）

4、关联方名称：滨州宏展铝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08月05日

法定代表人：张跃东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公司住所：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187号滨州市政通新型铝材有限公司1号楼1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003490573766

经营范围：铝制品生产技术的研发，铝制品的加工及销售；交通用铝合金材料加

工销售，高精铝板带生产销售，铝制品机械设备及配件、劳保及办公用品的销售；备案

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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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21年3月31日，滨州宏展资产总额为人民币73,162.38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8,112.05万元，2021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3,333.00万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954.89万元。（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

公司与北海汇宏、滨州宏诺、邹平宏茂、滨州宏展、邹平汇盛、山东宏桥，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规定的情形，从而构成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北海汇宏、滨州宏诺、邹平宏茂、滨州宏展、邹平汇盛、山东宏桥为依法存

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资信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不存在履约能力障碍。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价格是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的，是一种公允、合理的定价方式；

上述关联交易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体现了保护全体股东利益的原则，也是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要的，具有合法性、公允性。

2、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定价协商制定

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则， 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及第三方价

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业务发展需要，是按一般市场经营规则进行，与其

他业务往来企业同等对待，遵照公平、公正的市场原则进行。 公司与关联方交易公允，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对

关联方形成依赖，其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事项予以了事前认

可，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且对上述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调整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我们对公司提交的《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

查。 经核查，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董事会会议及做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议案为对已经批准实施的关联交易进行调整，公司所调整

的关联交易遵循市场化原则进行，公平合理，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的情况。 该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符合公司经营管理需要。 在保证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

断，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事项的相关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符合上市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公司董事会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事项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

决，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

意该项日常关联交易的调整。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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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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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

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21年4月16日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 《关于召开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21年5月7日

（星期五）14：30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7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9：15

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9：

15至2021年5月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股权登记日：2021年4月28日。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wltp.

cninfo.com.cn）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

限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

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七）出席对象：

1、截至2021年4月2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

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

书详见附件二。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新博路以东、三号干

渠桥以北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提案

1、审议《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

关联股东山东宏桥新型材料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二）议案的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经公司2021年4月16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

议通过，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4月17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特别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

规定，对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计票结果公开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 √

四、现场股东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二）现场登记时间：2021年4月29日 9：30---16：30

（三）登记办法：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

凭单位证明、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

证原件、委托人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凭以

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电 话：0543-2161727

传 真：0543-2161727

联 系 人：肖萧

联系地址：山东省滨州市博兴县经济开发区新博路以东、三号干渠桥以北公司会

议室

邮政编码：256500

2、会议费用：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附：《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授权委托书》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七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79” ，投票简称为“宏创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会议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

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

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

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5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

5月7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

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

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单位）出席2021年5月7日召开的山东宏

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对以下议题进行表决：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调整的议案》 √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性质：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签名（法人单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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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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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1年4月16日以现场及通

讯方式召开。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临时董事会提前通知义务，会议应

参加董事11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1人，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其中：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提名李宏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提名陈敬霞为公司第十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3）。

二、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长牛钢提名，聘任闫莉（简历附后）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

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李宏胜、陈敬霞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同意将第一项议案及 《关于提名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提

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附：候选人简历

1、闫莉简历（新任总经理）

闫莉， 女，2005年至2010年4月任公司财务本部会计处长；2008年5月至2010�

年4月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2010年4月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总会计师；

2016年4月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总会计师、财税营收专业本部本部长；2019

年5月至2020年5月任公司总会计师、财税营收专业本部本部长；现任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副总裁；2020年6月起任大连麦凯乐总店董事长兼总经理。

2、李宏胜简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新任副总经理）

李宏胜，男，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0.09-2001.12大商集团供配

货中心小家电采购助理，2002.01-2003.12大连商场家电业种经理助理，

2004.01-2014.01大商电器连锁总公司 总经理助理，2014.01-2018.01大商电器连

锁总公司副总经理，2018.01-2018.08大商集团办公室主任，2018.08-2019.05� 大连

商场驻店总经理，2019.05任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3、陈敬霞简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新任副总经理）

陈敬霞，女，1977年生，中共党员。 2002年12月至2010年7月任沈阳新玛特淑女

装业种经理，2010年8月-2014年3月鞍山新玛特副总经、 总经理，2018年6月-2019

年7月沈阳地区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裁，2019年7月至2019年9月集团全球商品中

心副总裁，2019年9月至今郑州地区集团总裁、河南省地区集团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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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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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1年4月16日以现场及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孙国团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4人，实际参加监事

4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关于提名监事会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提名李娜娜（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

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议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4月17日

附：候选人简历

李娜娜,女，本科学历。 2005年进入大商集团工作,2005年8月至2016年4月历任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本部出纳员,资金员,明细账,总账报表,会计主管，大

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本部副本部长，纪委审计部长，现任公司监察与审

计部审计处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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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变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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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管理需要，汪晖先生不再担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

理），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他任何职务。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相关人员担任董

事会秘书。 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将由公司总经理闫莉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董事会对汪晖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对公司经营发展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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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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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管理需要，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工作岗位

发生调整，变动情况如下：

一、公司部分非独立董事变动

孟浩先生不再担任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职务，其他任职不变；田德斌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及总经理职务，将继续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汪

晖先生不再担任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他任何职务。 上述董事

的变动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人数低于《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

公司于2021年4� 月16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名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提名，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名李宏胜、陈敬霞（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提名董事候选人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补选公

司董事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部分监事变动

刘晶、王日勤、孙树斌不再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职务，上述监

事的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监事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公司于2021年4月16日召开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名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同意提名李娜娜（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次补选公司监事的

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

因田德斌先生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闫莉（简历附后）为公司

总经理， 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李宏胜、陈敬霞为公司副总经理（简

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附：

1、闫莉简历（新任总经理）

闫莉， 女，2005年至2010年4月任公司财务本部会计处长；2008年5月至2010�

年4月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2010年4月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总会计师；

2016年4月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总会计师、财税营收专业本部本部长；2019

年5月至2020年5月任公司总会计师、财税营收专业本部本部长；现任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副总裁；2020年6月起任大连麦凯乐总店董事长兼总经理。

2、李宏胜简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新任副总经理）

李宏胜，男，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 2000.09-2001.12大商集团供配

货中心小家电采购助理，2002.01-2003.12大连商场家电业种经理助理，

2004.01-2014.01大商电器连锁总公司 总经理助理，2014.01-2018.01大商电器连

锁总公司副总经理，2018.01-2018.08大商集团办公室主任，2018.08-2019.05� 大连

商场驻店总经理，2019.05任大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3、陈敬霞简历（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新任副总经理）

陈敬霞，女，1977年生，中共党员。 2002年12月至2010年7月任沈阳新玛特淑女

装业种经理，2010年8月-2014年3月鞍山新玛特副总经、 总经理，2018年6月-2019

年7月沈阳地区集团党委副书记、副总裁，2019年7月至2019年9月集团全球商品中

心副总裁，2019年9月至今郑州地区集团总裁、河南省地区集团公司总裁。

3、李娜娜简历（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李娜娜,女，本科学历。 2005年进入大商集团工作,2005年8月至2016年4月历任

大商集团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本部出纳员,资金员,明细账,总账报表,会计主管，大

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计核算本部副本部长，纪委审计部长，现任公司监察与审

计部审计处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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