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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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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1、会议的届次：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2、 会议的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4年6月26日（星期四）北京时间上午9点

网络投票时间：2014年6月26日（星期四）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4、会议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股东可以在交易时间内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5、会议地点：上海市虹桥路2550号（虹桥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旁迎宾一路368号）上海国际机

场宾馆二楼四季厅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参加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如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A

股股东人数

25

H

股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361,523,794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6,945,223,133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416,300,661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1.7524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7978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6.954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人数

1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02,406,47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8080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绍勇主持，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公司董事长刘绍勇，副董事长马须伦，董事徐昭、顾佳丹、

李养民、唐兵，独立董事刘克涯、季卫东、李若山、马蔚华出席了会议；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公

司监事会主席于法鸣，监事巴胜基、冯金雄出席了会议；董事会秘书汪健、通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以及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相关议案。

（一）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通过以下

普通决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61,521,794股，意见如下：

同意：10,361,297,081股，占99.9978%；

反对：62,213股，占0.0006%；

弃权：162,500股，占0.0016%。

2、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2013年度工作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61,520,794股，意见如下：

同意：10,361,297,081股，占99.9978%；

反对：147,713股，占0.0014%；

弃权：76,000股，占0.0008%。

3、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财务报告》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61,521,794股，意见如下：

同意：10,361,305,581股，占99.9979%；

反对：53,713股，占0.0005%；

弃权：162,500股，占0.0016%。

4、审议通过《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61,523,794股，意见如下：

同意：10,361,278,031股，占99.9976%；

反对：107,263股，占0.0010%；

弃权：138,500股，占0.0014%。

此项议案A股股东采用了分段表决的方式，结果如下：

投票区段 同意股数

该区段同

意比例

(%)

反对股数

该区段反

对比例

(%)

弃权股数

该区段弃

权比例

(%)

持股

1%

以下

124,266,419 99.8383 62,713 0.0504 138,500 0.1113

持股

1%-5%(

含

1%)

863,430,072 100.00 0 0 0 0

持股

5%

以上

(

含

5%)

5,957,325,429 100.00 0 0 0 0

持股

1%

以下且

持股市值

50

万

元以下

171,400 45.9995 62,713 16.8306 138,500 37.1699

持股

1%

以下且

持股市值

50

万

元以上

(

含

50

万

)

124,095,019 100.00 0 0 0 0

5、审议通过《聘任公司2014年度国内及国际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61,466,844股，意见如下：

同意：10,361,243,131股,占99.9978%；

反对：61,213股,占0.0006%；

弃权：162,500股,占0.0016%。

6、审议通过《聘任公司2014年度内控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61,466,844股，意见如下：

同意：10,361,243,131股,占99.9978%；

反对：61,213�股，占0.0006%；

弃权：162,500股，占0.0016%。

（二）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以下

特别决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债券的一般性授权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55,652,188股，意见如下：

同意：9,909,676,382股，占95.6934%；

反对：445,813,306股，占4.3050%；

弃权：162,500股，占0.0016%。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股份的一般性授权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61,420,194股，意见如下：

同意：9,830,772,194股，占94.8786%；

反对：530,497,500股，占5.1199%；

弃权：150,500股，占0.0015%。

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61,466,194股，意见如下：

同意：10,361,112,731股，占99.9966%；

反对：190,963股，占0.0018%；

弃权：162,500股，占0.0016%。

10、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处理资产交易的议案》

参加表决的股数为：10,329,664,694股，意见如下：

同意：10,329,371,331股，占99.9972%；

反对：130,863股，占0.0013%；

弃权：162,500股，占0.0015%。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安永会计师事务所被委任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点票监察员。

四、 上网公告附件

《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027

证券简称：华电国际 公告编号：

2014-027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根据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调整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发行价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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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3年10月16日、

2013年12月6日分别召开了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与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A股）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等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

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格将作出相应调整。

2014年5月30日，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本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7,371,084,200股为基数，2013

年度派发现金股息每股0.225元（含税），总额合计人民币1,658,494千元（含税）。

2014年6月9日，公司公告《2013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本次利润分配的A股股权

登记日为2014年6月16日，除息日为2014年6月17日。

鉴于公司实施完毕上述除权除息事项， 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作如下

调整：

根据公司六届十八次董事会会议与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六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发行价格为人民币3.12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的9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

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A股股票交易总量，即人民币2.91元/股）。

公司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成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2.895元/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调整前的发行价格-现金红利）/（1+总股本变动比例）=（3.12

元/股-0.225元/股）/（1+0%）=2.895元/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不做调整，仍为115,000万股A股；本次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总额将相应调整为3,329,250,000元。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其

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

ST

昌九 公告编号：

2014-036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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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14年4月22日披露《江西昌九

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4年4月22日起停牌不超

过30日。

2014年5月20日,公司披露《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

的公告》，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资产的范围较广，不仅包括固定资产，还包括股

权资产、土地资产等，方案的商讨、论证、完善所需时间较长，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

程序较为复杂，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公

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5月20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30日。

2014年6月20日，公司披露《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

的公告》，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20日起继续停牌，公司董

事会承诺：截止2014年7月1日，公司如未能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草案，公司将终止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并复牌。 公司定于2014年6月29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届时将审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加快进程，全力推进资产重组各项工作。 公司将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有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时

公告并复牌。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228

证券简称：﹡

ST

昌九 公告编号：

2014-037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批准同意公司以闲置资产抵偿所欠债务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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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赣州市国资委 《关于昌九集团保壳方案有关问题的批复》（赣市国资产权字

[2014]2号文）及赣州工投《赣州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昌九生化保壳方案有关问题

的批复》（赣工投字 [2014]42号文）（详情见公司2014年4月22日公告， 公告编号：

2014-013），2014年6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江西昌九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昌九

集团）召开了股东会，审议了昌九生化将除昌九农科54%股权、货币资金、土地使用权等三

项资产之外的闲置资产，经公允评估后，等额抵偿所欠昌九集团的债务的事项，会议审议并

表决通过了《关于昌九集团受让昌九生化部分资产等额抵偿其所欠债务并签署资产转让

协议的议案》，此次交易金额根据评估值确认为13,970.90万元，最终成交金额以赣州市国

资委备案确认的金额为准。 该事项还须经交易对手方即本公司的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本公司定于2014年6月29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江西昌九生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B036

■ 2014年6月27日 星期五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63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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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6月26日（星期四）上午9:30；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甲129号金隅大厦F15A一号会议室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64,616,348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5.73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田继生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

反 对

票数

反 对 比

例

(%)

弃权票

数

弃权 比 例

(%)

是

否

通

过

1

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报告

1,164,616,

348

100 0 0 0 0

是

2

公司

2013

年度监事会报告

1,164,616,

348

100 0 0 0 0

是

3

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1,164,616,

348

100 0 0 0 0

是

4

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1,164,616,

348

100 0 0 0 0

是

5

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

摘要

1,164,616,

348

100 0 0 0 0

是

6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164,616,

348

100 0 0 0 0

是

议

案

序

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反对票数 弃权票数

是

否

通

过

7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7-1

选举田继生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1,164,616,348 0 0

是

7-2

选举尹成国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1,164,616,348 0 0

是

7-3

选举张素伟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董事

1,164,616,348 0 0

是

7-4

选举孙晔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

1,164,616,348 0 0

是

7-5

选举周自盛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64,616,348 0 0

是

7-6

选举张振华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64,616,348 0 0

是

7-7

选举匡树辉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64,616,348 0 0

是

8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8-1

选举杨列宁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

1,164,616,348 0 0

是

8-2

选举赵美树先生为公司第

六届监事会监事

1,164,616,348 0 0

是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公司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全过程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陆彤彤律师、

燕学善律师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亿利能源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各项议案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64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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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6日14：00在北京西城区宣武门西大街

甲129号金隅大厦F15A一号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7人， 亲自出席会议董事7人，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由董事田继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是

合法、有效的。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以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一、《关于公司更名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了聚焦主业， 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业务， 公司全称由“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更名为“内蒙古亿利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原公司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INNER� MONGOLIA� YILI� ENERGY� COMPANY� LIMITED” 。

修订为：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内蒙古亿利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英 文 名 称 ：INNER� MONGOLIA� YILI� CLEAN� ENERGY� COMPANY�

LIMITED” 。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另外，公司名称变

更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实际名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定为准。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田继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三年，

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三、《关于选举产生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一）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由3名董事组成，田继生先生担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成员为公司

董事孙晔先生，独立董事张振华先生。

（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张振华生先生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召

集人），成员为公司董事孙晔先生，独立董事匡树辉先生。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由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周自盛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成员为公

司董事张素伟先生，独立董事张振华先生。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由3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匡树辉先生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成

员为公司董事尹成国先生，独立董事周自盛先生。

以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张素伟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程文卫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六、《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聘任张军强先生、高智军先生、刘强先生、杜朴先生、程文卫先生、姜勇先生、赵冬先生

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艾宏刚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七、《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组织修订了董事会下设四个专门委员会的实施

细则，包括《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www.sse.com.cn。

八、《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了加强公司对外投资活动的内部控制，规范对外投资行为，防范对外投资风险，保

证对外投资的安全、收益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企业会计准则》、《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修订了《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九、《关于制定<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对外担保管理，规范对外担保行为，有效控制对外担保风险，确保公司资

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等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制定了《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6日

附件：高管简历

田继生：男，汉族，1962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宁夏西部氯

碱有限公司董事长、 宁夏英力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国电英力特集团常务副总经

理；现任亿利资源集团执行董事、总裁，本公司董事长。

张素伟：男，汉族，1973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曾任先后担任中钢南非铬业有限公司财

务负责人兼董事会秘书、董事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中钢南非有限公司总经理，中钢国际

南非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钢毛里求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中钢非洲代表处总

代表，中钢炉料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兼第一副总经理；上海复星矿业资源事业部总经理。

现任亿利资源集团董事，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军强：男，汉族，1974年3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 曾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滦县古冶分公司经理，内蒙古冀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内蒙古亿利冀东水泥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亿利化学总经理。

高智军：男，1976年9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 曾任亿利丽生中药材有限

公司经理，内蒙古亿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北京亿兆华盛

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强：男，1967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曾任杭锦旗聚能能源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本公司总经理助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伊金霍洛旗东博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矿长。

杜朴：男，1961年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枣矿集团

柴里煤矿副总工程师、科技开发中心主任，山西中阳荣欣焦化公司高家庄煤矿矿长；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程文卫：男，196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学历。 曾任宏源证券公司研究所所长，渤

海证券研究所所长，国开证券研究中心总经理，投融资、资产管理委员会委员；现任本公司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艾宏刚：男，1973年9月出生，汉族，研究生学历。曾任北京信海丰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发展规划中心副总监、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监。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姜勇：男，汉族，1968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 曾任利川化工车

间主任、利欣化工总经理、亿利资源集团有限公司氯化苯项目公辅工程负责人、内蒙古亿

利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安全环保部部长；现任达拉特分公司总经理。

赵冬：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亿利资源集团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达拉特分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鄂尔多斯市

亿利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股票代码：

600277

股票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65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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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26日16：00在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西大

街甲127号金隅大厦F15A一号会议室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3人，

实到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杨列宁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是合法的、有效的。 会议通过举手表决的方式，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杨列宁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6月26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4-066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更名暨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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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6月26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更名暨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了优化产业结构，聚焦清洁能源，突出经营主业，真实、客观的反映

公司经营情况，公司拟向工商机关申请变更公司名称，并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具体如下：

原公司章程：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INNER� MONGOLIA� YILI� ENERGY� COMPANY� LIMITED”

修订为：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内蒙古亿利清洁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公 司 英 文 名 称 ：INNER� MONGOLIA� YILI� CLEAN� ENERGY� COMPANY�

LIMITED” 。

公司名称变更尚需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 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实际核定为准。

该事项还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6月26日

A

股简称：中国中铁

H

股简称：中国中铁 公告编号：临

2014-024

A

股代码：

601390 H

股代码：

390

公告编号：临

2014-024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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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本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于2014年6月26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召开。 现场会议于2014年6月26日上午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中国中铁广场会议室召

开。 A�股股东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6月26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两个

时段。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5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99

外资股股东人数

16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3,148,852,003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002,690,476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146,161,527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1.73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6.35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3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80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80

外资股股东人数

0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49,180,352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49,180,352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数

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23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23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

（三）会议表决方式和主持人情况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李长进先生主持。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7人，李长进、姚桂清、韩修国、贡华章、辛定华5人出席会议，独

立非执行董事贺恭和王泰文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李长进、姚

桂清、郭培章、闻宝满、郑清智、魏伟峰出席了本次会议，董事戴和根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5人，王秋明、刘建媛、张喜学、林隆彪、陈文鑫全部出席了会

议；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刘成军、刘建媛、陈文鑫、王宏光、范经华出席了本次会议。 董事会秘

书、总法律顾问于腾群，联席公司秘书谭振忠出席了本次会议。 副总裁、总工程师刘辉，副总

裁周孟波，财务总监杨良，公司聘请的律师、审计师、H股股份登记处代表及有关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561,537 99.890617 5,379,980 0.044823 7,748,959 0.064560 12,002,690,476

H

股

1,145,702,527 99.959953 4,000 0.000349 455,000 0.039698 1,146,161,527

合计

13,135,264,064 99.896661 5,383,980 0.040946 8,203,959 0.062393 13,148,852,003

2.�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561,537 99.890617 5,379,980 0.044823 7,748,959 0.064560 12,002,690,476

H

股

1,145,702,527 99.959953 4,000 0.000349 455,000 0.039698 1,146,161,527

合计

13,135,264,064 99.896661 5,383,980 0.040946 8,203,959 0.062393 13,148,852,003

3.�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594,537 99.890892 5,346,980 0.044548 7,748,959 0.064560 12,002,690,476

H

股

1,145,702,527 99.959953 4,000 0.000349 455,000 0.039698 1,146,161,527

合计

13,135,297,064 99.896912 5,350,980 0.040695 8,203,959 0.062393 13,148,852,003

4.�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512,837 99.890211 5,428,680 0.045229 7,748,959 0.064560 12,002,690,476

H

股

1,145,702,527 99.959953 4,000 0.000349 455,000 0.039698 1,146,161,527

合计

13,135,215,364 99.896290 5,432,680 0.041317 8,203,959 0.062393 13,148,852,003

5.�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457,737 99.889752 12,718,039 0.105960 514,700 0.004288 12,002,690,476

H

股

1,146,156,527 99.999564 5,000 0.000436 0 0.000000 1,146,161,527

合计

13,135,614,264 99.899324 12,723,039 0.096762 514,700 0.003914 13,148,852,003

此项议案表决结果按照参与表决的A股股东持股比例分段如下：

投票分段区间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 比例

（

%

）

股份数 比例

（

%

）

股份数 比例

（

%

）

持股

1%

以下

39,447,737 74.88 12,718,039 24.14 514,700 0.98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

市值

50

万元以下

816,281 25.73 2,346,350 73.96 9,700 0.31

持股

1%

以下且持股

市值

50

万元

（

含

）

以

上

38,631,456 78.03 10,371,689 20.95 505,000 1.02

持股

1%-5%

（

含

1%

）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

5%

以上

（

含

5%

）

11,950,010,000 100.00 0 0.00 0 0.00

6.�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201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分段区间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

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586,

537

99.89082

5

5,354,980

0.04461

5

7,748,959 0.064560 12,002,690,476

H

股

1,086,842,

527

94.82455

1

59,319,000

5.17544

9

0 0.000000 1,146,161,527

合计

13,076,429,

064

99.44920

7

64,673,980

0.49186

0

7,748,959 0.058933 13,148,852,003

7.�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594,537 99.890892 5,346,980 0.044548 7,748,959 0.064560 12,002,690,476

H

股

1,087,383,527 94.871752 58,778,000 5.128248 0 0.000000 1,146,161,527

合计

13,076,978,064 99.453382 64,124,980 0.487685 7,748,959 0.058933 13,148,852,003

8.�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至2015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75,914,471 99.776917 19,027,046 0.158523 7,748,959 0.064560 12,002,690,476

H

股

88,838,137 7.750926 952,295,430 83.085622 105,027,960 9.163452 1,146,161,527

合计

12,064,752,608 91.755178 971,322,476 7.387128 112,776,919 0.857694 13,148,852,003

9. �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

案》

（1）选举李长进为本公司执行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79,454,414 99.806410 6,033,780 0.050270 17,202,282 0.143320 12,002,690,476

H

股

1,002,034,702 87.425261 142,970,825 12.473881 1,156,000 0.100858 1,146,161,527

合计

12,981,489,116 98.727167 149,004,605 1.133214 18,358,282 0.139619 13,148,852,003

（2）选举姚桂清为本公司执行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79,454,414 99.806410 6,013,780 0.050103 17,222,282 0.143487 12,002,690,476

H

股

1,088,708,676 94.987369 57,452,851 5.012631 0 0.000000 1,146,161,527

合计

13,068,163,090 99.386343 63,466,631 0.482678 17,222,282 0.130979 13,148,852,003

（3）选举戴和根为本公司执行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79,454,414 99.806410 5,982,480 0.049842 17,253,582 0.143748 12,002,690,476

H

股

1,122,728,182 97.955494 23,433,345 2.044506 0 0.000000 1,146,161,527

合计

13,102,182,596 99.645069 29,415,825 0.223714 17,253,582 0.131217 13,148,852,003

（4）选举郭培章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79,487,414 99.806684 5,730,180 0.047741 17,472,882 0.145575 12,002,690,476

H

股

1,124,532,182 98.112889 21,629,345 1.887111 0 0.000000 1,146,161,527

合计

13,104,019,596 99.659039 27,359,525 0.208076 17,472,882 0.132885 13,148,852,003

（5）选举闻宝满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79,487,414 99.806684 5,730,180 0.047741 17,472,882 0.145575 12,002,690,476

H

股

1,124,531,182 98.112801 21,630,345 1.887199 0 0.000000 1,146,161,527

合计

13,104,018,596 99.659032 27,360,525 0.208083 17,472,882 0.132885 13,148,852,003

（6）选举郑清智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79,487,414 99.806684 5,730,180 0.047741 17,472,882 0.145575 12,002,690,476

H

股

1,124,531,182 98.112801 21,630,345 1.887199 0 0.000000 1,146,161,527

合计

13,104,018,596 99.659032 27,360,525 0.208083 17,472,882 0.132885 13,148,852,003

（7）选举魏伟峰为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76,996,771 99.785934 8,220,823 0.068491 17,472,882 0.145575 12,002,690,476

H

股

599,671,385 52.319972 546,490,142 47.680028 0 0.000000 1,146,161,527

合计

12,576,668,156 95.648412 554,710,965 4.218703 17,472,882 0.132885 13,148,852,003

1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

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594,537 99.890892 5,346,980 0.044548 7,748,959 0.064560 12,002,690,476

H

股

1,139,601,182 99.427625 6,559,345 0.572288 1,000 0.000087 1,146,161,527

合计

13,129,195,719 99.850510 11,906,325 0.090550 7,749,959 0.058940 13,148,852,003

11.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荐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股东代表监事人

选的议案》

（1）选举刘成军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545,837 99.890486 5,501,380 0.045834 7,643,259 0.063680 12,002,690,476

H

股

1,024,996,541 89.428629 121,121,917 10.567613 43,069 0.003758 1,146,161,527

合计

13,014,542,378 98.978545 126,623,297 0.962999 7,686,328 0.058456 13,148,852,003

（2）选举陈文鑫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表决结果如下：

赞成 反对 弃权 出席并投票

类别 股份投票数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数

量

百分率

股份投票

数量

百分率 股份数量

A

股

11,989,545,837 99.890486 5,501,380 0.045834 7,643,259 0.063680 12,002,690,476

H

股

1,024,996,541 89.428629 121,121,917 10.567613 43,069 0.003758 1,146,161,527

合计

13,014,542,378 98.978545 126,623,297 0.962999 7,686,328 0.058456 13,148,852,003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公司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史震建律师、谭四军律师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嘉源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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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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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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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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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属2014年第1次临时会议）通知和议案等书面材料

于2014年6月20日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2014年6月26日上午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

淀区复兴路69号中国中铁广场A座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5名。

会议由监事刘成军主持。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中国中铁

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刘成军监事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

三年，自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刘成军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刘成军先生，50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现任本公司副总工

程师、科技设计部部长、专家委员会秘书长，设计咨询分公司总经理，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董事长。 历任铁道部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基建处总监、技术负责人，铁道

部中铁建设投资公司工程总监，中铁工内昆铁路指挥部工程部部长，中铁工设计部副部长

等职务，2001年6月至2008年1月任中铁工设计部部长，2008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工程

师、科技设计部部长。 2001年12月至今任设计咨询分公司总经理，2006年12月至2007年10

月任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代表、副董事长，2007年12月至2012年9月任中铁

南方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09年12月至今任中铁西北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0年12月至2013年3月任中铁大桥勘测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6月起任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股东代表监事。 刘先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建筑结构

专业并取得西南交大铁道工程专业工程硕士。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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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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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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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4-026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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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属2014年第3次临时会议（2014年度总第5次）〕通

知和议案等书面材料于2014年6月20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4年6月26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中国中铁广场A座召开。 应出

席会议的董事7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名，其中董事戴和根因公出差，委托董事李长进代

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由董事长李长进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

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

案》，同意选举李长进为公司董事长、姚桂清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

议案》，同意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及主任人选方案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李长进、姚桂清、戴和根、郭培章、郑清智，委员会主任为

李长进；

2.审计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郑清智、闻宝满、魏伟峰，委员会主任为郑清智；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3名董事组成：郭培章、闻宝满、郑清智，委员会主任为郭培章；

4.提名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李长进、戴和根、郭培章、闻宝满、郑清智，委员会主任为

李长进；

5.安全健康环保委员会由5名董事组成：戴和根、姚桂清、郭培章、闻宝满、魏伟峰，委员

会主任为戴和根。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的议案》，同意聘任戴和根为公

司总裁，聘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师、总法律

顾问的议案》，同意聘任刘辉为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聘任马力为公司副总裁，聘任周孟波

为公司副总裁，聘任章献为公司副总裁，聘任许廷旺为公司副总裁，聘任杨良为公司财务总

监，聘任于腾群为公司总法律顾问。 聘期均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聘任于腾群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三、四、五项三项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进行了审查并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员的提名、任免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经审阅上述相关人员履历资料，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147条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没有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

期的情形，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附件：简历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件：

简历

一、董事长、副董事长简历

1.李长进，55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董事会战

略委员会主任、提名委员会主任，同时任中铁工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2002年7月至2006年9

月任中铁工副总经理，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任中铁工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7年

9月至2010年6月任中铁工董事、党委书记及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2010年6月

至2013年3月任中铁工总经理，2010年6月至今任中铁工董事长、 党委副书记及本公司董事

长、执行董事、党委书记，2014年1月至2014年3月代行本公司总裁职责。 李先生还曾历任铁

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副院长，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副局长、代局长，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和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先生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铁道工程专

业，并取得西南交通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2.姚桂清，59岁，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同时任中铁

工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 2004年12月至2014年3月任中铁

工工会主席，2004年至今任中铁工党委副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2006年4月至2008年

3月，兼任中铁九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任中铁工职工董事，2007

年9月至2009�年6月任本公司副总裁，2007年9月至2014年3月任本公司工会主席，2007年9

月至今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2009年6月至2010年8月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2010年6月至

2013年3月任中铁工副董事长、董事，2010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副董事长；2013年

3月至今任中铁工总经理、董事。 姚先生还曾历任中铁工办公室主任、中铁建工党委副书记。

姚先生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并取得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历。

二、高管简历

1.戴和根，48岁，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董事会安全健康环保委员会

主任，同时任中铁工董事、党委书记。2004年4月至2006年9月任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任中铁工副总经理，2007年9月至2014

年3月任本公司副总裁，2014年3月至今任本公司总裁、中铁工董事、中铁工党委书记。 戴先

生还曾历任铁四局三处机械设备科科长、东南工程公司经理，铁四局机械工程处处长、党委

副书记，中铁四局集团第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 戴先生毕业于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并取得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

历。

2.刘辉，54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咨询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造师，现任本

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同时兼任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太中银铁路

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 2001年4月至2007年9月任中铁工副总经理、总工程师，2007年1月

至今兼任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1年6月至今兼任太中银铁路有

限责任公司副董事，2007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 刘先生还曾历任中铁二局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 刘先生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铁道工程专业，并在西南

交通大学取得建筑工程及土木工程专业工程硕士学位。

3.马力，56岁，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2004年3月至2007年9月任中铁工副总

经理，2007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马先生还曾历任中国土木工程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兼纪委书记、董事、副总经理，中国海外工程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马先生毕业于长沙铁

道学院铁道工程专业。

4.周孟波，49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2001年4月至2006年9月任中

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任中铁工副总经理，2007

年9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 周先生还曾历任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副局长、局长、党委副书记。

周先生毕业于石家庄铁道学院铁路桥梁专业，并在西南交通大学取得桥梁隧道及结构工程

专业硕士学位。

5.章献，54岁，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2003年12月至2010年7月任中铁

六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2010年8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裁，章先生

还曾历任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副总经济师，铁道部大桥工程局副局长，中铁大桥局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章先生毕业于长沙铁道学院机械专业，并在西南交通大学取得土

木工程硕士学位。

6.许廷旺，58岁，高级经济师，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1997年4月至2006年12月任中铁工纪

委副书记、监察处处长，2006年12月至2008年1月任中铁工副总经济师、干部部部长，2008

年1月至2010年7月任本公司副总经济师、人力资源部(党委干部部)部长，2010年7月至2010

年11月任本公司总经济师兼人力资源部（党委干部部）部长，2010年11月至2014年3月任

本公司总经济师，2014年3月起任公司副总裁。许先生毕业于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

业。

7.杨良，男，45岁，高级会计师，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004年6月至2007年9月任中国铁

路工程总公司财务部部长，2005年6月至2013年11月兼任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监事，

2008年4月至2014年3月兼任中铁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07年9月至2014年3月任本公

司财务部部长，2013年11月至2014年3月兼任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14年3月起任

本公司财务总监。 杨先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会计学专业，并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取

得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

8.于腾群，男，44岁，高级经济师、仲裁员、研究生导师，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

顾问、新闻发言人。 同时担任全国青联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理事、中央企业青联副秘

书长、北京市青联委员、北京上市公司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2000

年3月至2007年先后担任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企业管理处副处长、企业发展规划部副部长、

总法律顾问助理兼法律事务部部长、董事会秘书兼法律事务部部长、中铁宝桥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中铁十局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7年9月至2010

年9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2010年9月至2014年3月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新闻发言人，

2014年3月起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新闻发言人。 于先生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

经济法专业，并在清华大学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