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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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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会，于2018年2月12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九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会议”或“本次会议” ），会议通知已于2018年2月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的召

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关于向天成租赁增

资的议案》：

1、同意公司以不超过人民币27,000万元向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天成租赁” ）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天成租赁的持股比例仍保持20%不变。

2、同意公司与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

司、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华能新能源（香港）有限公司、天成租赁签署《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增资及股权变更协议》（“《增资协议》” ），授权公司董事刘国跃先生根据实际情况，以维护公司的最

大利益为原则，对《增资协议》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并在与相关各方达成一致后，代表公司签署《增资协

议》及相关文件。

3、同意与本次增资相关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并授权公司董事刘国跃先

生根据实际情况，以维护公司的最大利益为原则，对该关联交易公告进行非实质性修改，并进行适当的

信息披露。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增资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商业条款（即按公

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按公平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

本议案相关《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详情请参阅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登载的《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根据公司股份上市地相关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曹培玺、刘国跃、范夏夏、黄坚、王永祥作为关联董

事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以上决议于2018年2月12日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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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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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本公司已于2018年2月12日签署《增资协议》，本公司将与天成租赁的其他现有股东

（包括华能资本、华能香港、华能澜沧江、华能新能源、新能源香港）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出资方式同

比例认购天成租赁的新增注册资本。 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向天成租赁支付不超过人民币27,000万元作

为本次增资的对价。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天成租赁的持股比例仍保持20%不变。

●历史关联交易情况：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

的企业等交易主体）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积共7次，总交易金额为

3,247.95万元。

一、释义

1、 “本公司”或“华能国际”指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 “华能集团”指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3、 “华能资本”指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4、 “华能香港”指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5、 “华能澜沧江”指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6、 “华能新能源”指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7、 “新能源香港”指华能新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8、 “天成租赁”指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9、 “本次增资” 或“本次交易” 指本公司将根据《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以不超过人民币27,

000万元认购天成租赁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 本公司对天成租赁的持股比例仍保持

20%不变。

10、 “《增资协议》”指本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签署的《华能天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及股权

变更协议》。

11、 “《上交所上市规则》”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2、 “《联交所上市规则》”指《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13、 “元”指，如无特别说明，人民币元。

二、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与华能资本、华能香港、华能澜沧江、华能新能源、新能源香港和天成租赁

签署了《增资协议》。 根据《增资协议》的条款和条件，本公司将与华能资本、华能香港、华能澜沧江、华

能新能源、新能源香港按各自持股比例同比例认购天成租赁的新增注册资本，公司将以27,000万元认购

天成租赁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华能资本将以52,650万元认购天成租赁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华能香港

将以相等于人民币28,350万元认购天成租赁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华能澜沧江将以13,500万元认购天

成租赁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华能新能源将以7,500万元认购天成租赁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新能源香

港将以相等于人民币6,000万元认购天成租赁的部分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完成后，天成租赁注册资

本增加至405,000万元，本公司对天成租赁的持股比例仍保持20%不变。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华能集团直接持有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华能开发” ）75%的权益，间接

持有华能开发25%的权益，而华能开发持有本公司33.33%的权益，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华能集团

亦直接持有本公司10.23%的权益，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本公司3.11%的权益，通过其

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49%的权益。 华能香港为华能集团全资子公

司；华能集团持有华能资本61.22%的权益，直接持有华能新能源49.77%的权益并通过华能资本间接持

有华能新能源2.62%的权益，持有华能澜沧江56%的权益，华能资本、华能新能源和华能澜沧江为华能集

团控股子公司；新能源香港为华能新能源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中，本公司和华能资本、华能香港、华

能澜沧江、华能新能源、新能源香港按各自持股比例认购天成租赁的新增注册资本。根据《上交所上市规

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指华能集团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之外的企业

等交易主体） 进行的除日常关联交易外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关联交易累积共7次， 总交易金额为3,

247.95万元，与本次交易累计计算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及时披露的标准。根据《联交所上市

规则》，本次交易需获得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并予以披露。

三、关联方介绍

1、 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

华能资本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3年12月30日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8号院1号楼401-09室

丁益

980,000万元人民币

投资及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资产受托管理；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 （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

华能资本成立于2003年12月30日，注册地为北京，是华能集团控股子公司，是华能系统金融资产的

投资、管理专业机构和金融服务平台。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3月31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

至2016年12月31日，华能资本资产总计96,393,813,585.94元，负债总计67,448,674,296.42元，净资产

总计28,945,139,289.52元，营业收入为12,664,382,183.33元，净利润为2,873,940,479.57元。

2、 中国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华能香港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住所：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1988年9月13日

香港湾仔港道25号海港中心11楼1105-07室

12.82万美元

能源和与其有关工业设备和技术的进出口、转口贸易；吸引和筹措外资，开

发能源及其它创汇项目；为国内能源原材料等技术工程提供咨询服务。

华能香港为华能集团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子公司。近年来，华能香港主要对InterGen� N.V进行管理提

升和资产整合，降低欧债危机和国际市场低迷对经营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在强化新建项目管理、寻求

新的发展机会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5月26日出具的 《审计报

告》，截至2016年12月31日，华能香港资产总计20,976,605,472.95元，负债总计12,921,122,764.52

元，净资产总计8,055,482,708.43元，营业收入为43,888.15元，净利润为-2,865,091,976.8元。

3、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澜沧江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1年2月8日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世纪城中路1号

袁湘华

1,800,000万元

国内外电力等能源资源的开发、建设、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电力等能源

工程的投资、咨询、检修、维护及管理服务；对相关延伸产业的投资、开发、建设、

生产、经营和产品销售；物资采购、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华能澜沧江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为：600025，业务经营及相关财务信息请见

http://www.sse.com.cn/的相关披露。

4、 华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华能新能源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02年11月11日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23号10、11层

林刚

1,056,653.2192万元

风力发电、城市垃圾发电、太阳能利用、潮汐发电及其他新能源项目的投

资、开发、组织生产、工程建设；工程建设设备、材料、工艺的研制、开发、设计、生

产、销售、成套集成、成果转让；项目投资管理。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华能新能源是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公司，港股代码为00958，业务经营及相关财务信

息请见http://www.hkexnews.hk/�的相关披露。

5、 华能新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新能源香港的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住所：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11年12月

香港铜锣湾勿地臣街1号时代广场二座36楼

10万港元

在境内外投融资，开发、建设、经营和管理发电厂等能源项目。

新能源香港是华能新能源于香港设立的境外全资附属公司，致力于在境内外投融资、开发、建设、经

营和管理发电厂等能源项目。根据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2017年3月28日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6年12月31日，新能源香港资产总计545,953,367.49元，负债总计0元，净资产总计545,953,367.49

元，营业收入为0元，净利润为6,074,377.49元。

6、 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本公司与华能资本、华能香港、华能澜沧江、华能新能源、新能源香港的关联

关系如下图所示：

*

*华能集团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间接持有尚华投资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而尚华投资有限

公司持有华能开发25%的股权，因此华能集团间接持有华能开发25%的权益。

**华能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10.23%的权益， 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华能香港持有本公司3.11%的权

益，通过其控股子公司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0.49%的权益。

四、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本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

（二）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标公司为天成租赁，其基本情况如下：

设立时间：

经济性质：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2014年4月18日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东疆保税港区） 洛阳道601号 （海丰物流园2幢

-2-3-110）

王志芳

270,000万元

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

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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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成租赁成立于2014年4月，由华能资本、华能香港、华能澜沧江和华能新能源发起设立，注册地为

天津市，成立时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天成租赁主要经营融资租赁业务等。 2015年5月，本公司与华能

资本、华能香港、华能澜沧江和新能源香港共同认购天成租赁新增注册资本170,000万元。天成租赁目前

股权结构为华能资本持股39%，华能香港持股21%，华能国际持股20%，华能澜沧江持股10%，华能新能

源持股5.56%，新能源香港持股4.44%。

以下为天成租赁按照中国会计准则编制的截至2015年12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及2017年9月30

日的相关财务数据（其中，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对天成租赁截至2015年12

月31日、2016年12月31日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分别出具大信审字2016第11-00074号及大信审字

2017第1-00698号《审计报告》）：

截至2015年12月31日

（人民币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16年12月31日

（人民币万元）

（经审计）

截至2017年9月30日

（人民币万元）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3,480.93 86,099.97 74,303.28

税前利润 20,537.40 27,286.23 28,324.42

净利润 15,399.08 20,284.68 21,224.0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5,790.57 12,096.56 18,477.46

资产总额 1,561,721.60 2,064,190.68 2,101,974.95

资产净额 294,793.51 302,078.19 310,302.25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中，公司将与华能资本、华能香港、华能澜沧江、华能新能源、新能源香港按照在天成租赁

的持股比例以每股1元人民币的价格同比例进行增资。

五、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增资协议》的主要条款如下：

1.�股本认购：根据《增资协议》，天成租赁各股东方按照原有持股比例认缴新增出资。 其中，华能资

本认缴人民币52,650万元的美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39%；华能香港认缴相等于人民币28,350万元，占

新增注册资本21%；华能国际认缴人民币27,00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20%；华能澜沧江认缴人民币

13,50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10%；华能新能源认缴人民币7,500万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5.56%；新

能源香港认缴相等于人民币6,000万元的美元，占新增注册资本的4.44%。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仍持有天成租赁20%的权益。

2.�支付方式：合同各方一致同意，在本次增资取得营业执照后一个月内，各增资方将增资款一次性

划入天成租赁公司指定账户。

3.�签署及生效：《增资协议》自合同各方加盖公章并由各自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或签章之

日起生效。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天成租赁业务规模不断扩大， 增加资本金能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天成租赁业务扩展空间和外

部债务融资能力，有助于巩固天成租赁优势业务领域，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 本次增资完成后，本公司对

天成租赁不合并报表，本次交易不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七、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8年2月12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天成租赁增资的议案》。 根

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和《联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的关联董事曹培玺、刘国跃、范夏夏、黄坚、王永祥

先生未参加本次交易有关议案的表决。

公司董事会（及独立董事）认为：《增资协议》是按下列原则签订的：（1）按一般商业条款（即按公

平磋商基准或不逊于公司能够获得的来自独立第三者之条款）；（2）按公平合理的条款并符合公司及股

东的整体利益；和（3）属于公司日常及一般业务过程。

本公司独立董事岳衡、徐孟洲、刘吉臻、徐海锋、张先治先生对本次增资已经事先认可，并发表独立

意见认为：（1）本公司董事会关于本次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和

（2）本次交易对本公司及其全体股东是公平的，且符合本公司利益。

本次交易未达到《上交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

八、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过去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发生的未达到披露标准的历史关联交易共

7次，总交易金额为3,247.95万元，均按有关合同条款如期履行或正在履行过程中。

九、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声明；

3、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4、《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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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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郑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九大街167号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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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3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3,639,93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57,184,2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6,45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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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2.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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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焦承尧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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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6人，监事李重庆先生因事未出席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张海斌先生出席会议；公司总经理付祖冈先生、副总经理

高有进先生、张命林先生、付奇先生、贾浩先生、王永强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签署〈共同投资方顾问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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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057,832 97.11 126,400 0.02 0 0

H股 16,455,700 2.87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73,513,532 99.98 126,400 0.02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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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057,832 97.11 126,400 0.02 0 0

H股 16,455,700 2.87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73,513,532 99.98 126,400 0.02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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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057,832 97.11 126,400 0.02 0 0

H股 16,455,700 2.87 0 0 0 0

普通股合计： 573,513,532 99.98 126,400 0.02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选举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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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焦承尧 573,247,396 99.93 是

4.02 贾浩 573,278,436 99.94 是

4.03 向家雨 572,278,436 99.76 是

4.04 付祖冈 572,712,396 99.84 是

4.05 王新莹 572,154,536 99.74 是

4.06 汪滨 571,761,516 99.67 是

5、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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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刘尧 572,964,436 99.88 是

5.02 李旭冬 572,278,436 99.76 是

5.03 江华 572,482,236 99.80 是

6、 关于选举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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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刘强 573,012,396 99.89 是

6.02 王跃 572,487,436 99.80 是

6.03 崔蕾蕾 572,173,436 99.74 是

6.04 倪威 572,053,476 9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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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签署 〈共同投资方顾

问协议〉的议案》

33,761,268 99.63 126,400 0.37 0 0

2

《关于修改 〈郑州煤矿机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33,761,268 99.63 126,400 0.37 0 0

3

《关于修改 〈郑州煤矿机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33,761,268 99.63 126,400 0.37 0 0

4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的议案

- -

4.01 焦承尧 33,495,132 98.84

4.02 贾浩 33,526,172 98.93

4.03 向家雨 32,526,172 95.98

4.04 付祖冈 32,960,132 97.26

4.05 王新莹 32,402,272 95.62

4.06 汪滨 32,009,252 94.46

5

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 -

5.01 刘尧 33,212,172 98.01

5.02 李旭冬 32,526,172 95.98

5.03 江华 32,729,972 96.58

6

关于选举第四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的议案

- -

6.01 刘强 33,260,132 98.15

6.02 王跃 32,735,172 96.60

6.03 崔蕾蕾 32,421,172 95.67

6.04 倪威 32,301,212 95.3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1、2、4、5、6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方夏骏、郑晨晖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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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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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鉴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于2018年2月任期届满，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会

议民主选举,选举周荣先生、张易辰先生、苑少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周荣先生、张

易辰先生、苑少冲先生与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4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四届监事会，其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2月12日

附件：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周荣，男，1972年1月出生，湖北黄冈罗田县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1996年7月，毕业于

郑州轻工业学院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获得学士学位；2007年6月，毕业于郑州大学机械工程专业，获得

工程硕士学位；2002年4月—2006年8月， 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镀分厂副厂长；2006年8

月—2007年12月，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电镀分厂厂长；2007年12月—2009年8月，任郑州

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装分厂厂长；2009年8月—2010年2月， 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市场营销部副部长；2010年2月—2011年2月，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镀分厂厂长；2011

年2月—2011年4月， 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油缸厂副厂长兼电镀分厂厂长；2011年4月—

2016年2月，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物资供应部部长；2016年2月至今，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助理；2015年2月至今，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张易辰，男,� 1986年4月出生,河南项城人,�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2005年9月至2009年6月,华

中科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 2009年7月至2014年4月，先后在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

公室、 资本运营部工作；2014年5月至2016年1月, 历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助

理、战略发展部部长助理；2016年2月至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长（主持工

作）；2016年8月，兼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苑少冲，男，1981年7月出生，河北保定人，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6年7月毕业于河北工程大学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2006年7月至2011年9月，历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机加工分

厂技术员、计划调度员，生产制造部生产调度、生产制造部调度室主任；2011年10月至2011年11月，任西

区生产制造处副处长；2011年11月至2013年1月，任生产制造部副部长；2013年1月至2014年2月，总装

厂副厂长；2014年2月至2015年2月，总装厂厂长；2015年2月-2016年2月，油缸公司总经理；2016年2月

至今，总装厂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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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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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郑煤机”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北京时间2018年2月12日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董事焦承尧、贾浩、向家雨、付祖冈、王新

莹、汪滨、刘尧、李旭冬、江华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焦承尧先生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简称“《公司法》” ）及《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

有效。 会议经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焦承尧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贾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至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设置的议案》

同意设立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委员会组成人员以及主任

委员设置为：

战略委员会：委员焦承尧、贾浩、向家雨、付祖冈、江华，主任委员为焦承尧；

审计委员会：委员李旭冬、江华、刘尧，主任委员为李旭冬；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李旭冬、刘尧、贾浩，主任委员为李旭冬；

提名委员会：委员江华、付祖冈、刘尧，主任委员为江华。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液压支架中厚板智能化焊接生产线的议案》

同意投资约5700万元建设液压支架智能化焊接生产线，同时出资约1900万元购买结构件焊接机器

人，提升企业装备制造能力。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贾浩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付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黄花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张海斌先生为董事会秘书、习志朋先生为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决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

披露的《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2日

附件：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贾浩，男，1970年3月出生，重庆人，1991年毕业于上海理工大学机械工程系，上世纪90年代在国机

集团广州机电科学研究院从事设计研发工作， 在外资企业———派克汉尼芬流体传动产品上海有限公司

从事销售工作；2001年4月，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之后任外资企业———三

林企业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投资部总经理，2006年3月出任上市公司———三林企业集团所属的上海汇

丽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上海汇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3月至2018年2月，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2月12日开始，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付奇，男，1969年11月出生，河南泌阳人，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88年9月-1992年7月，中国矿业

大学机械设计及理论专业学习。 1992年7月-1995年9月， 郑州煤矿机械厂开发一处科员，1995年9月

-1996年5月，担任开发一处主任科员，1996年5月-1996年12月，开发一处副处长，1996年12月-2006年

1月，历任本公司销售计划处科长、副处长，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安装分厂副厂长，2006年1月-2008年3

月，担任本公司生产制造部部长。 2010年4月-2012年2月，在淮南郑煤机舜立机械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

兼党委书记。 2012年2月至今，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花，女，1969年1月出生，广东中山人，特许金融分析师（CFA）,�工程师。 1987年7月毕业于中南

大学金属物理专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1990年8月，获得中科院金属研究所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工学

硕士学位；2000年12月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行政管理MBA。 1990年8月-1991年11月，任中科院

沈阳金属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91年12月-1999年4月，任深圳金科特种材料有限公司分厂厂长、企管部

经理、总工程师兼助理总经理；2000年9月-2001年5月，任中国在线（百慕大）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高级

项目经理；2001年8月-2003年7月，任深圳创新科技园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03年8月-2005年3月，任沈

阳金昌普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兼董事；2005年5月-2006年12月， 任金柯有色金属有限公司总经理；

2007年1月-2008年6月，任VALE� INCO� LIMITED（原加拿大国际镍业公司总部）项目经理和高级分

析师；2008年7月至2017年9月，任淡水河谷矿产品中国有限公司司库和风险主管。 2017年10月至今，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博世电机项目顾问。

张海斌，男，1981年9月出生，河南新密人，中共党员。 2005年7月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获得法学学

士学位。 2005年7月—2007年3月，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秘书；2007年3月—2008年

12月，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秘书科长；2008年12月—2010年3月，郑州煤矿机械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秘书科长；2010年3月—2010年9月， 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主任助理；2010年9月—2012年1月，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证券事务代

表；2012年1月—2015年2月，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资本运营部部长、证券事

务代表；2012年7月—2015年2月，兼任党群工作部部长；2015年2月至今，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7年7月至今，兼任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习志朋，男，1990年4月出生，河北平山人，大学本科学历。 2013年7月加入本公司，2015年加入公司

战略发展部，协助办理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股权管理、公司治理等相关事务工作。2017年2月取得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2017年3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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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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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郑煤机”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

会议于2018年2月12日16:2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监事刘强、王跃、崔蕾蕾、倪威、周荣、张易辰、苑少

冲出席会议。 会议由监事刘强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及《郑州煤矿

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审议，以投票表决的方

式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监事刘强先生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2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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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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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起诉方

2.�新增涉案本金：9000万元

3.�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诉讼尚未审结，公司暂时无法判断是否

会对公司损益产生直接负面影响。

2018年2月7日，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

了《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增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16），自上

次披露日期截至2018年2月12日，公司涉及新增法律诉讼情况为：已开庭未判决一起，立案

未开庭一起，披露如下：

序

号

起诉方

案件处理

机关

被起诉方

起诉主

要内容

目前

进展

是否

保全

涉案

本金

（万元）

1

哈尔滨光宇蓄电

池股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亿阳信通股份

有限公司

借 款 合 同

纠纷

已开庭未

判决

是 5000

2

哈尔滨市道里区

盛隆小额贷款股

份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中级

人民法院

亿阳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亿阳信通股份

有限公司

邓伟

车延燕

香港亿阳实业

有限公司

借 款 合 同

纠纷

未开庭 未知 4000

经初步核查相关法律文书， 公司判断上述法律诉讼与控股股东亿阳集团债务纠纷相

关。

针对上述法律诉讼案件，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并将

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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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银行帐户冻结事项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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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18年1月27日发布了《关于新增资

产冻结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临011），现就自上述公告日起新增银行账户资金被

冻结事项披露如下：

一、新增银行帐户冻结情况：

公司帐户新增被申请冻结金额为人民币3,086万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被法院申请冻结的资金总额为35.6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净资产比例为109%， 实际冻结8.62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比例为

26.83%。 公司通过收到银行电话通知等渠道知悉上述资金冻结事项。

上述银行帐户冻结事项与控股股东亿阳集团的债权、债务相关。公司正在亿阳集团、有

关法院及相关银行进行沟通，了解相关情况，查实资金被冻结的具体情况并积极采取有效

措施，争取尽快解决公司银行账户资金被冻结事项。

二、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冻结资金事项，已经涉及公司的基本账户、募集资金专户和一般结算账户，对公司

的招投标等日常生产经营已经造成较大影响，公司正在核实相关具体细节。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司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亿阳信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2月13日

证券代码：

603328

证券简称：依顿电子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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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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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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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公司控股股东依顿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依顿投资” ） 持有公司股份782,04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997,741,532股的

78.3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计划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45），依顿投资拟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

超过公司股份总数6%的股份，即不超过59,862,968股。 大宗交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

日后六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即不超过39,908,645股，且任意

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即不超过19,954,

322股；集中竞价交易自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2%，即不超过19,954,322股，且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

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即不超过9,977,161股。 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

票的窗口限制，停止减持股份。

●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2018年2月9日依顿投资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16,

150,000股，至此，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中依顿投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

减持公司股票39,904,03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997,741,532股的4.00%，依顿投资已完成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拟减持数量的减持。 此外，依顿投资于2017年11月

9日至2018年2月7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累计减持公司股票10,096,

942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01%。 综上，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依顿投资已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大宗交易、 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50,000,972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01%。 截止2018年2月9日， 依顿投资持有公司股份732,039,02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3.37%。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拟减持数量尚未实施完毕）。

2018年2月12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依顿投资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

函》，其已完成本次减持股份计划中通过大宗交易方式拟减持数量的减持，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发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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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发[2017]24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减持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一）股东名称：依顿投资有限公司

（二）股东持有股份的总数量、持股股份的具体来源：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依顿投资持有公司股份782,04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997,

741,532股的78.38%。上述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发行上市

后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

（三）股东过去十二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自公司上市至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依顿投资未减持过公司股份。

注：本次减持计划披露后，依顿投资减持公司股份的实施情况请见本公告“三、股东实

施股份减持计划进展及相关持股变动情况” 。

二、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依顿投资拟以集中竞价交易及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6%的股份，即

不超过59,862,968股。 大宗交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

过公司股份总数的4%，即不超过39,908,645股，且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大宗交易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不超过19,954,322股；集中竞价交易自公告之日

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六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即不超过19,954,

322股，且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1%，即不超过9,977,161股。 减持期间如遇买卖股票的窗口限制，停止减持股份。

（公告至减持日间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拟减持数量

相应调整）。 上述股份的减持价格依据市场价格及大宗交易相关规定确定，同时根据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的有关承诺，依顿投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将进行除权、

除息调整）。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减持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45）

三、股东实施股份减持计划进展及相关持股变动情况

（一）股东实施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依顿投资

大宗交易

2017年10月31日

-2017年11月7日

14.57 19,954,030 2.00

大宗交易 2018年1月29日 12.14 3,800,000 0.38

大宗交易 2018年2月9日 11.51 16,150,000 1.62

集中竞价

2017年11月9日

-2018年1月4日

15.80 9,976,942 1.00

集中竞价 2018年2月7日 12.12 120,000 0.01

合计 - - - 50,000,972 5.01

具体详见公司于2017年11月1日、11月9日、2018年1月6日、1月19日、1月31日、2月7

日、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www.sse.com.cn） 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7-051、 临2017-053、 临2018-002、 临2018-004、 临2018-005、 临2018-006、临

2018-007）。

（二）股东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前持股 减持后持股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依顿投资 782,040,000 78.38 732,039,028 73.37

截止2018年2月9日， 依顿投资持有公司股份732,039,028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3.37%，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注：上市之初，依顿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为79.96%，2018年1月29日依顿投资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3,800,000股后，持股比例下降至75%，权益变动（含因公司实施

股权激励被动稀释的股权比例）累计达到5%，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权益变动暨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18-005），依顿投资出具了《简式

权益报告书》。

上述个别数据可能存在尾差，系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四、其他说明

1、依顿投资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其减持事项与此前披露的减持

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日，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减持计划尚

未实施完毕。

2、依顿投资将严格遵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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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公告(2017)9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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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五、备查文件

1、依顿投资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函》；

2、大宗交易对账单。

特此公告。

广东依顿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年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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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揭阳市政府签署《关于共同开发揭阳滨海新区

粤东新城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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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重大遗漏。

近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揭阳市人民政府

（以下简称“揭阳市政府” ）（以下合称“双方” ）为共同追求实现《揭阳滨海新区发展总

体规划（2017-2030年）》的目标，签署《关于共同开发揭阳滨海新区粤东新城合作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本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协议中涉及各项后续事宜，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有

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事项可能存在的不

确定性，注意投资风险。

一、合作方介绍

合作方名称：揭阳市人民政府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共同追求实现《揭阳滨海新区发展总体规划（2017-2030年）》的目标，并根据具

体合作协议的约定，各自承担揭阳滨海新区粤东新城的开发建设工作任务。

双方成立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组， 共同加快推动粤东新城管理机构组建方案、“关于

支持揭阳滨海新区加快粤东新城开发建设的若干意见” 、粤东新城开发管理相关条例和开

发公司组建方案等文件的审定和实施。

双方拟根据工作进展，签订具体合作协议，推动揭阳滨海新区粤东新城各阶段建设任

务的落实。

本协议为框架性协议，仅为约定双方之间的合作原则，明确双方合作的基础。实施具体

合作项目时，双方需另行协商一致并签订具体项目的合作协议，具体合作内容及双方的权

利义务以该合作协议的约定为准。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自《广东省人民政府与招商

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共建揭阳滨海新区粤东新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并生效之日起生效。

三、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符合本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是公司复制蛇口模式的又一案例，有利于

公司发挥在产融结合、产城联动、产网融合等领域的经验和优势，为粤东新城的进一步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

四、协议的审议程序

本协议属框架性协议，协议中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本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有

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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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公司

2018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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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北京昭

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对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

进行了公示。 根据《管理办法》和《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草

案）》” ）激励对象人员名单进行了核查，相关公示情况及核查方式如下：

1、公司对激励对象的公示情况。

公司除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了《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及《2018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外，于2018年1月31日通过公司内网发布

了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将公司本次拟激励对象

名单及职务予以公示，公示时间为2018年1月31日至2018年2月9日，共计10天。 截至2018

年2月9日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公司监事会对拟激励对象的核查方式。

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件、拟激励对象与公司、控股子公司

签订的劳动合同、担任的职务等。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章程》，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名单及职务的公示情况结合监事

会的核查结果，监事会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

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2、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致人重大误解之处。

3、激励对象均为公司实施本计划时在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任职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激励对象均不存在下述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5、激励对象中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

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列入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说明。

北京昭衍新药研究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8年2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