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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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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

珠大酒店四楼一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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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538,023,294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605,260,80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932,762,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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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5.6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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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全部议

案，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谭万庚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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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董事长王昌顺先生、董事张子芳先生、董事杨丽华女

士、董事李韶彬先生、独立董事宁向东先生、独立董事刘长乐先生、独立董事谭劲松先生、独

立董事郭为先生、独立董事焦树阁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监事张薇女士、监事杨怡华女士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谢兵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议案名称：审议及批准公司与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2018-2019年融资和

租赁服务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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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6,032,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股 898,870,466 99.9731 135,100 0.0150 106,925 0.0119

普通股合计： 1,464,902,604 99.9835 135,100 0.0092 106,925 0.0073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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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5,260,80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H股 1,931,973,766 99.9592 676,800 0.0350 111,925 0.0058

普通股合计： 6,537,234,569 99.9879 676,800 0.0104 111,925 0.0017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王昌顺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459,561,634 98.7999 是

3.02

关于选举谭万庚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525,612,662 99.8102 是

3.03

关于选举张子芳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6,527,999,867 99.8467 是

4.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郑凡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524,046,019 99.7862 是

4.02

关于选举顾惠忠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519,042,469 99.7097 是

4.03

关于选举谭劲松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461,247,030 98.8257 是

4.04

关于选举焦树阁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6,530,987,218 99.8924 是

5.00�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潘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485,573,937 99.1978 是

5.02

关于选举李家世先生为公司第八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6,485,585,487 99.1980 是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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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及批准公司与南

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

公 司 签 署

《2018-2019年 融资

和租赁服务框架协

议》

566,032,

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行董事薪

酬的议案

566,032,

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01

关于选举王昌顺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的议案

561,113,

848

99.1310 — — — —

3.02

关于选举谭万庚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的议案

561,135,

082

99.1348 — — — —

3.03

关于选举张子芳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执行董事的议案

561,135,

082

99.1348 — — — —

4.01

关于选举郑凡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561,162,

638

99.1397 — — — —

4.02

关于选举顾惠忠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561,162,

638

99.1397 — — — —

4.03

关于选举谭劲松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561,162,

638

99.1397 — — — —

4.04

关于选举焦树阁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

案

561,162,

638

99.1397 — — — —

5.01

关于选举潘福先生为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

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561,058,

738

99.1213 — — — —

5.02

关于选举李家世先生

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561,058,

738

99.1213 — — —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5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关联股东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南龙控股有限公司已对第1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章震亚、吴晓青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正平天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0日

证券简称：南方航空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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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临

2017-079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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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中国南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股东代表监事潘福先生、李家世先生和经民主程序推选的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毛娟

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2017年12月20日起算，任期届满可以连选连

任。

关于推选职工代表监事的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发布的《南方航

空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二、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12月20日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

南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四楼三号会议室召开，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监事

潘福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监事会的监事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审议同意选举潘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情况：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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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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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20日，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第八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国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国际机场南工作区空港五路南航明珠大酒店

四楼一号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6人。 董事张子芳先生因公请假，委托董事谭

万庚先生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由董事王昌顺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并负责会议记

录。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等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本次董事会的董事审议并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王昌顺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谭万庚董事为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批准关于聘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名单如下：

王昌顺董事、顾惠忠董事、焦树阁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主

任委员为王昌顺董事；

顾惠忠董事、谭劲松董事、焦树阁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委

员，主任委员为谭劲松董事；

张子芳董事、郑凡董事、顾惠忠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主任

委员为顾惠忠董事；

王昌顺董事、郑凡董事、焦树阁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为

郑凡董事；

谭万庚董事、郑凡董事、谭劲松董事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航空安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

员为谭万庚董事。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批准关于续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如下：

谭万庚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子芳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韩文胜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肖立新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财务总监；

任积东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王志学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彤彬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章正荣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总监；

苏亮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陈威华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郭志强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谢兵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冯华南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杨本森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飞行师；

郭建业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服务总监。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人选、提名和续聘程序进行了审议，一致认为：公司

续聘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续聘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相关人员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关任职条件，同意董事会对上述人员的续聘。 独立董事

独立意见详情请参见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另行公告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续聘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批准关于公司《董事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批准关于公司2018年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批准关于公司2018年银行信贷融资计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批准关于授权为2018年新设SPV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进一步降低公司飞机租赁成本，公司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为拟在2018年新设的10家

SPV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将根据有关担保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表决情况：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韩文胜，男，50岁，硕士研究生学历，天津大学管理工程系管理工程专业毕业，中共党

员。 1987年8月参加工作。 1999年9月至2001年6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

副主任；2001年6月至2002年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政策研究室主任；2002年1

月至2005年1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人劳科教部总经理、党总支书记；2005年11

月至2007年6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 副主任兼市

场销售部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7年6月至2009年1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基地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9年12月至2011年10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

销管理委员会党委副书记、副主任；2011年10月至2016年10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市场营销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 副主任；2016年10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

成员、副总经理；2017年11月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目前还兼任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航空运

输协会副理事长。

肖立新，男，51岁，硕士研究生学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专业毕业，在职取得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高级会计师，具有注册会计

师资格，中共党员。 1991年7月参加工作。 1999年6月至2001年3月任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财务部总经理助理；2001年3月至2002年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经

理；2002年1月至2007年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党总支副书记；

2007年2月至2007年10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总经理；2007

年10月至2008年2月任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2008年2月至2015

年4月任中国南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5年4月至2016年10月任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财务总监；2016年10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

成员、总会计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总监；2017年11月至今中国南

方航空集团公司党组成员、总会计师,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

会计师、财务总监。 目前还兼任贵州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汕头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厦门

航空有限公司董事、南航海外（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任积东，男，52岁，大学学历，南京航空学院航空发动机设计专业毕业，在职取得清华大

学经管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1986年8月

参加工作。 1995年至2000年历任民航乌鲁木齐管理局（新疆航空公司）飞机维修厂二车间

主任、副厂长、工程部总经理。 2000年1月至2001年12月任民航乌鲁木齐管理局（新疆航空

公司）副局长（副总经理）、党委常委；2001年12月至2004年6月任新疆航空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2004年6月至2004年1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新疆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经

理；2005年1月至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05年

3月至2007年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2007年1月至2009年4

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兼新疆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9年5月至

今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王志学，男，56岁，大专学历，民航十四航校飞机驾驶专业毕业，在职取得中国民用航空

飞行学院飞行技术专业大学学历，特级飞行员。 中共党员，1981年2月参加工作。 1995年至

2002年历任珠海航空有限公司飞行安全技术检查部副经理、经理，B737机型资深教员，南航

（集团）汕头航空有限公司副总飞行师兼飞行安全技术处处长、南航（集团）汕头航空有限

公司副总飞行师兼飞行安全技术管理部经理。 2002年6月至2004年10月任汕头航空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2004年10月至2009年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管理部总经理；

2009年2月至2012年7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2012年8月至2016年1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 副总经理、 总飞行师；

2016年12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 目前还兼任珠海航空

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彤彬，男，56岁，大专学历，中国民航学院飞机电气设备维修专业毕业，在职取得海南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

高级工程师。 中共党员，1983年8月参加工作。 1994年至2003年历任北方航空公司飞机维修

基地工程技术处副处长、修理厂厂长，机务工程部（飞机维修基地）副主任、主任，吉林分公

司总经理。 2004年9月至2005年1月任珠海航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5年1月

至2012年4月任珠海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12年4月至2014年4月任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北方分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2014年4月至2015年8月任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机务工程部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5年9月至2016年12月任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机务工程部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2016年12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目前还

兼任沈阳北方飞机维修有限公司、中国南航集团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广州飞机维修工程

有限公司董事长。

章正荣，男，55岁，大专学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机驾驶专业毕业，在职取得清华

大学经管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中共党员。1982年2月参加工作，

曾任民航第六飞行大队飞行五中队副中队长，南航飞行部中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中国

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部副总经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航空安全监察部总经

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飞行部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7年8月任中国南方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总飞行师兼广州飞行部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12年6月至7月任中国南方

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飞行师、安全总监兼总值班经理室主任，2012年7月任中国南方航空集

团公司总飞行师兼航空安全部部长，2014年4月至2017年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飞

行师、 安全总监兼航空安全部部长，2017年1月至1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飞行师，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总监；2017年11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总经理助

理、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总监。

苏亮，55岁，硕士研究生学历，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航空学院航空运输管理专业毕业，

工程师。中共党员，1981年12月参加工作。 1998年至2000年历任南航（集团）深圳公司航务

部副经理、计划企管部副经理、经理。 2000年7月至2003年1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2003年12月至2005年1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

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2005年11月至2006年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市场营销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6年2月至2007年1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会秘书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 市场营销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7年12月至今任中国南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 目前还兼任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南航集团文

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航西澳飞行学院董事长。

陈威华，男，51岁，大学学历，北京大学法律学专业毕业，经济师，具有律师资格和企业

法律顾问职业资格。 中共党员，1988年7月参加工作。 1997年至2004年历任中国南方航空

（集团）公司法律事务处副处长、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办公

室副主任（法律部主任）。2004年6月至2008年10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

问兼法律部部长；2008年10月至2017年4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兼法

律部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 目前还兼任厦门航

空有限公司董事。

郭志强，男，54岁，在职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党校工商管理专业

毕业，经济师。 中共党员，1981年1月参加工作。 1995年至2004年历任新疆航空公司西安营

业部经理、北京营业部经理、运输部总经理，新疆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南航集团公司北京办

事处主任、南航股份公司北京营业部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4年6月至2004年12月任中国南

方航空集团公司新疆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2005年1月至1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新疆分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2005年12月至2008年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深圳分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2008年2月至2009年5月任重庆航空有限公司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 党委副书记；2009年5月至9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管理委员

会党委委员、 副主任；2009年9月至2012年9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管理

委员会主任、 党委副书记；2012年9月至2014年7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兼市场营销管理委员会主任、党委副书记；2014年7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营

销总监。 目前还兼任南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南航嘉

源(广州)航空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南联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南航中免免税

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谢兵，男，44岁，大学学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运输管理专业毕业，在职取得暨南大学工

商管理硕士学位、英国伯明翰大学工商管理（国际银行和金融）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经管

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高级经济师，具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董事会秘书资格。 中共党员，1995年7月参加工作。 2003年至2007年历任中国南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助理、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办公厅总经理秘书。 2007年11月至

2009年1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副主任；2009年

12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 目前还兼任

中国南航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南航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冯华南，男，55岁，大专学历，中国民航飞行专科学校飞机驾驶专业毕业，在职取得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EMBA）学位，特级飞行员。 中共党员，1983年1月参加工作。 1994年至1999年历任南航

（集团）公司珠海飞行训练中心主任、南航股份公司飞行部副总经理。1999年12月至2002年

10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安全技术部总经理；2002年11月至2004年9月任中

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飞行技术管理部总经理；2004年9月至2006年2月任贵州航空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 副总经理；2006年2月至2014年7月任贵州航空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委副书

记；2014年8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安全总监。 目前还兼任珠海翔翼航空技术

有限公司。

杨本森，男，59岁，大专学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机驾驶专业毕业，中共党员。

1978年12月参加工作，曾任民航第九飞行大队中队长、技术科科长，民航乌鲁木齐管理局飞

行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民航乌鲁木齐管理局飞行大队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02年1月任

新疆航空公司飞行部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2002年12月任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新疆公司

副总经理；2005年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2005

年7月至2017年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党委委员、党委书记、副总经

理；2017年1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飞行师。

郭建业，男，55岁，在职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机驾驶专业毕业，在

职取得华南师范大学思想教育管理学系政治教育专业本科学历，中央党校函授学院经济管

理专业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 1980年5月参加工作，曾任民航中南管理局团委书记、宣传部

副部长，民航中南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局政治处主任，民航中南管理局空中交通管理局副

局长兼广东中南民航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民航海南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民航河

南安全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安全监督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党委常

委、副局长；2012年7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分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党委

副书记；2014年7月至2017年1月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管理委员会党委委

员、主任、党委副书记；2017年1月至今任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服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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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6

年度高管薪酬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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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考核及主管部门确认，现将在公司领薪的高级管理人员2016年度的薪酬披露如下：

姓 名 职 务 任职起止时间

2016 年 度 从 本 公 司 获 得 的 税 前 报 酬 情 况

（单位：万元）

是否在

股东单

位或其

他关联

方领取

薪 酬

在关联

方领取

的税前

薪酬总

额（万

元）

应 付

薪 酬

（1）

社会保险、企业

年金、补充医疗

保险及住房公

积金的单位缴

存 部 分

（2）

其 他 货 币

性收入（注

明具 体 项

目并分列）

（3）

合 计

(4)= (1)+ (2)+

(3)

吉 晓 辉 董事长

2016.04.28-201

7.04.12

92.00 17.19 - 109.19 否 -

刘 信 义

副董事长、

行长

2016.04.28-201

9.04.27

92.00 15.70 - 107.70 否 -

潘 卫 东

董事、 副行

长、 财务总

监

2016.04.28-201

9.04.27

82.80 14.95 - 97.75 否 -

陈 正 安

党 委 副 书

记、 纪委书

记

2016.04.29-201

9.04.27

55.20 9.18 - 64.38 否 -

徐 海 燕 副行长

2016.04.29-201

9.04.27

82.80 15.10 - 97.90 否 -

刘 以 研 副行长

2016.04.29-201

9.04.27

82.80 15.55 - 98.35 否 -

王 新 浩 副行长

2016.04.29-201

9.04.27

41.40 8.19 - 49.59 否 -

崔 炳 文 副行长

2016.04.29-201

9.04.27

41.40 14.21 - 55.61 否 -

谢 伟 副行长

2016.04.29-201

9.04.27

41.40 7.38 - 48.78 否 -

备注：1、以上信息为我公司高管人员2016年度全部应发税前薪酬，按国家规定由单位缴存各种社会

保险等。 其中，第（1）项薪酬由上级主管部门核定。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2016年4月28日完成换届，吉晓辉、刘信义、潘卫东、徐海燕、刘以研在公司

领取全年薪酬，陈正安自2016年4月起在公司领薪，王新浩、崔炳文、谢伟自2016年7月获银监会核准高

管资格起领取高管薪酬。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公告编号：临2017-068

证券代码：600000 证券简称：浦发银行

优先股代码：360003��360008 优先股简称：浦发优1��浦发优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准在伦敦设立分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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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英国伦敦设立分行的申请已获得英

国审慎监管局（Prudential� Regulation� Authority）的批准。 此前，公司相关申请已获得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公司将严格遵守英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依法合规开展业务。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607

证券简称：京华激光 公告编号：

2017-017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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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11日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不影响

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累计使用不超过15,000万元（含15,000万元）人民币闲置自有

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

事长负责办理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相关事宜。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24日在《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10）。

一、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期限 预期年化收益率

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分行

招商银行结构性

存款

结 构 性

存款

5,000.00

2017 年 12

月13日

2018年1月

15日

33天 1.15%-4.3%

2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绍兴

城南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日增利”

保 本 保

收益

1,000.00

2017 年 12

月25日

2018年3月

26日

91天 4.2%

3

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绍兴越城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金

钥匙本利丰” 2017

年第1128期

保 本 保

收益

2,000.00

2017 年 12

月20日

2018年3月

13日

83天 4.1%

说明：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

关联关系。

二、委托理财产品的安全性及公司风险控制措

1、严格筛选投资对象，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经营效益好、资金运作能力强的

单位所发行的产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

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坚持规范运作，保值增值、防范风险，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运营的前提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

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可以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

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投资理财产品的总金额

截至公告日，累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8,000.00万元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

五、备查文件

1、招商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协议；

2、交通银行“蕴通财富日增利提升91天” 理财产品协议；

3、中国农业银行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权益说明书。

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黑牛食品 公告编号：

2017-124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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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补助情况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霸州分公司、全资子公司霸州市云谷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霸州云谷” ）及云谷（固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谷固安” ）近期收到政府补助，

最终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收款

单位

发放

主体

补助原因

或项目

是否已经

实际收到

相关款项

或 资

产

补助

形式

/补助金

额

补助

依据

是否

具

有

可

持

续

性

补助类型

1

黑牛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

霸州分公司

河北霸州经

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霸州云谷

新一代显

示模组项

目

是

现 金

/3000 万

元

（1） 霸 政

【2017】17

号

（2） 霸

开 【2017】

68号

否

该项扶持奖励资金不

属于为取得、购建或以

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

产的政府补助；属于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

霸州市云谷

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河北霸州经

济开发区管

理委员会

霸州云谷

新一代显

示模组项

目

是

现 金

/3000 万

元

（1） 霸 政

【2017】17

号

（2） 霸

开 【2017】

68号

是

该项扶持奖励资金不

属于为取得、购建或以

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

产的政府补助；属于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3

云谷（固安）

科技有限公

司

河北京南·

固安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

会

第六代有

源矩阵有

机发光显

示 器 件

（AMOL

ED）面板

生产线项

目

是

现 金

/31500

万元

固 开 管 字

【2017】5号

是

该项扶持奖励资金不

属于为取得、购建或以

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

产的政府补助；属于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合计 37500万元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等有关规定，公司霸州分公司收到的奖励资金属于与收

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计入营业外收入。 云谷固安和霸州云谷收到的政府补助，在补偿企业已发生的

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后，剩余部分计入递延收益留待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开支。 本次所列

示的上述补助事项中，公司霸州分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预计将增加公司本年度利润金额为3000万元，云

谷固安及霸州云谷因成本费用年度决算工作尚未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暂无法准确预计对本年损益的影

响。

三、风险提示

1.�公司将在成本费用年度决算工作完成后，根据相关事项进展及确认情况积极履行披露义务。

2.本次政府补助的具体会计处理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和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黑牛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603729

股票简称：龙韵股份 编号：临

2017-084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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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段佩璋先生和方小琴女士计划

于2017年11月28日-2018年5月28日期间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增持数量不超过

公司总股本的2%。

●公司已于2017年11月28日、11月30日和12月19日披露了《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和《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

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临2017-074、临2017-075、临2017-083）。

●公司于2017年12月20日下午收市后接到段佩璋先生通知，截至2017年12月20日收盘，段佩璋先

生已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累积增持公司股份418,200股， 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3%， 增持金额约2,

655.03万元。

一、增持计划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计划主体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段佩璋先生和方小琴女士。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计划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段佩璋先生持有公

司股份2,139万股，方小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678万股，段佩璋、方小琴夫妇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17万

股，与一致行动人上海台勇贸易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40万股）和方小琴女士的哥哥方烨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14万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071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6.06%。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段佩璋先生和方小琴女士作为增持主体，计划从2017年11月28日-2018年5月28日期间通过上海证

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合法合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增持数量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上刊载的“临2017-074” 号公告。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17年12月20日收盘，段佩璋先生累积增持公司股份418,200股，累积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0.63%，累积增持金额约2,566.03万元。

本次增持前后，段佩璋先生和方小琴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增持计划

主体

本次增持前持股

数量（股）

本次增持前约占

总股本比例（%）

本次增持股份数

量（股）

本次增持后持有

的股份数量（股）

本次增持后约占

总 股 本 的 比 例

（%）

段佩璋 21,673,900 32.51 134,300 21,808,200 32.71

方小琴 6,780,000 10.17 0 6,780,000 10.17

四、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段佩璋先生和方小琴女士不排除在2018年5月28日前继续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的可能，累计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五、其他事项说明

（一） 本次增持计划主体段佩璋先生和方小琴女士承诺在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增持实施完毕

之后6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计划及实施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影响公司上市

地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增持主体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龙韵广告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