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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国工商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工行” ）协商，自2019年4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工行申购费率八

折优惠活动。

一、活动时间

2019年4月1日—2020年3月31日（法定基金交易时间）

二、适用基金

泰信天天收益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290001、B类002234）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02）

泰信双息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03）

泰信优质生活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04）

泰信优势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05）

泰信蓝筹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06）

泰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290007、C类291007）

泰信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08）

泰信周期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09）

泰信中证2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10）

泰信中小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11）

泰信行业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12）

泰信中证锐联基本面4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2907）

泰信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290014）

泰信国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569）

泰信鑫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70）

泰信互联网+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978）

泰信智选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3333）

泰信鑫利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A类004227、C类004228）

泰信竞争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5535）

三、具体费率优惠情况

个人投资者通过工银融e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上述

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注意事项：

1.�本活动解释权归工行所有。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

不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也不包

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五、咨询方式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5988� 021-38784566

网址：www.ftfund.com

2、中国工商银行

客服电话：95588

网址：www.icbc.com.cn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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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30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交通银行

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投申购手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更好地服务于投资者，经与交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旗下基金将参加交通银行开展的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活动。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优惠活动期限

2019年4月1日00:00至2019年12月31日24:00期间。 活动时间如有变动，请以交通银

行页面显示为准。

三、适用基金

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于本公司在交通银行代销的具有前

端申购费率的开放式基金。

四、活动内容

1、在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适用的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

资者，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

2、在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签约定期定额投资，并于优惠活动

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交易，享受定期定额投资1折费率优惠。

3、原基金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4、各基金原费率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

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

基金认购手续费。

客户通过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在手机银行渠道费率优惠

活动期间内的扣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2、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及开始和结束的时间以交通银行的规定和安排为准。投资者欲

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3、自公告即日起，新增参加或退出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前端模式）优

惠的基金，由基金管理公司进行相关的公告。

4、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

交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5、本公告的有关内容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由本公司负责解释。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或前往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www.bankcomm.com

2、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998

网址：www.lion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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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

真阅读基金合同、托管协议、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及相关公告，如实填写或更新个人信息并核

对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与自己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3501 证券简称：韦尔股份 公告编号：2019-022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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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3月29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虞仁荣先生通知，虞仁荣先生将原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1,200万限售

流通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剩余质押给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8,082万股股份质押

期限不变。该笔质押系为其个人融资提供担保。现双方一致同意解除前述股份质押，相关

质押解除手续已于2019年3月28日办理完毕。

虞仁荣先生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数量为1,200万股，占其持有股份总数的4.29%，占

公司总股本的2.63%；虞仁荣先生累计共持有公司股份279,43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1.32%；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虞仁荣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共计183,610,205股，占其

所持有本公司股数的65.71%，占公司总股本的40.29%。

特此公告。

上海韦尔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603050

证券简称

:

科林电气 公告编号：

2019-013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

子一级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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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一级子公司石家庄科

林电气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林设备” ）收到河北省科学技术厅、河北省财政厅、国

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联合颁布的编号为GR201813000965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认定科林设备为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 发证时间为2018年11月12日，有效期三年。

科林设备为首次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

关法规规定， 科林设备自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起连续三年 （即2018年、2019年、2020

年）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特此公告

石家庄科林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3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新任基金管理人董事长

2�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董事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汪明

任职日期 2019年3月28日

过往从业经历

现任上海银行副行长兼上海银行浦西分行党委书记。历任上海银行公司金融部副总经理

兼重点客户部总经理，北京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同业金融部副总经理，公司

业务部副总经理，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市中管理总部党委书记、总经理，浦西分行党委书

记、行长等职务。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通过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试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1993.9-1997.7，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本科。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由本公司二〇一八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议、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并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

特此公告。

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35

证券简称：安妮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6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季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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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19年1月1日-2019年3月31日。

2、预计的业绩

口亏损口 扭亏为盈√同向上升口同向下降口 其他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204.96%�-�243.08%

盈利：2623.33万元

盈利：8000万元-9000万元

二、业绩预告是否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2017年度业绩补偿部分股份的注销工作，合计回购注销21,

500,572�股。 公司按照金融工具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执行，将该部分

股份对应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本报告期内计量的公允价值计量变动金额6536万元计入当期收益。

2、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稳步发展。

四、其他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结果，未经审计机构预审计，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

露的2019年度第一季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厦门安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787

证券简称：华源控股 公告编号：

2019-036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部分股份

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之一李志聪先生的通知，获悉李志聪先生将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办理了股票质押式

回购交易业务，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李志聪 是 7,750,000

2019年3

月28日

2020年3

月27日

海通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6.13% 个人资金需要

合计 - 7,750,000 - - - 6.13%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李志聪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26,419,83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311,

010,635股的40.65%；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71,060,000股，占李志聪先生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56.21%，占公司总股本的22.85%。

（备注：上述比例均按照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计算）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29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继续参加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手机银行渠道基金申购及

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者对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

经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本公司自2019年4月1

日00:00至2019年12月31日24:00期间，对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投

资本公司以下基金的手续费率实行费率优惠，目前包括：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580001

2.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 580002

3. 东吴行业轮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3

4.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5

5. 东吴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6

6. 东吴安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7

7. 东吴新产业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8

8.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82001

9. 东吴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82002

10. 东吴中证新兴产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585001

11. 东吴沪深300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65806

12. 东吴配置优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2003

13. 东吴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80009

14. 东吴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31

15. 东吴中证可转换债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165809

16. 东吴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1323

17. 东吴新趋势价值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22

18. 东吴国企改革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159

19. 东吴安盈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270

20. 东吴鼎元双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0958

21. 东吴安鑫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561

22. 东吴智慧医疗量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2919

23. 东吴优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144

24. 东吴双三角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005209

（备注：我司东吴鼎元双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目前暂停申购（含定期定额）、转换转入业务）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1、2019年4月1日00:00至2019年12月31日24:00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交通银行

手机银行渠道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原基金

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2、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签约定期定额投资，并于2019年4月1日00:00至2019

年12月31日24:00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交易，享受定期定额投资1折费率优惠，原基金

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三、重要提示

1、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

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

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前端模式申购”是指申购

基金时就需要支付申购费的购买方式。

客户通过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在手机银行渠道费率优惠

活动期间内的扣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2、自公告即日起，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交通银行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

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不再另行公告。

3、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

交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21-0588（免长途话费）、021-50509666

网址：www.scfu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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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30日

关于华宝基金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工商银行

继续开展个人电子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协商一致，华宝基金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将继续参

加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产品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工银融e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等电子银行渠道申购开放式基金

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及期限：

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电子银行申购任

一代销基金产品继续享有费率优惠。

三、具体优惠费率：

个人投资者通过工银融e行（个人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和个人电话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其申

购费率均享有八折优惠。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各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各基金管理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四、重要提示：

1.�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各基金

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的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也不包括基金定投业务及基金转

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88

公司网址：www.icbc.com.cn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

公司网址：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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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30日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

基金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及定期定额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将于2019年4月1日00:

00至2019年12月31日24:00期间参加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在交通银行代销的，具有前端申购费率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

三、费率优惠活动

1、于2019年4月1日00:00至2019年12月31日24:00费率优惠活动期间，凡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渠道申购指定开放式基金的个人投资者，享受基金申购手续费率1折优惠。 原基金申购费率按笔收取固

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2、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渠道签约指定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并于2019年4月1日00:00至

2019年12月31日24:00期间成功扣款的定期定额交易，享受定期定额申购费率1折优惠。 原基金申购费

率按笔收取固定费用的不再享有费率优惠。

四、重要提示

1、本次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

放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

费、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手续费。

2、客户通过柜面、网银等非手机银行渠道签约的定期定额投资在手机银行渠道费率优惠活动期间

内的扣款不享受1折费率优惠。

3、自公告即日起，新增参加或退出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前端模式）优惠的基金，由

本公司进行相关公告。

4、该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规定及截止时间等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

意交通银行的有关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559

网站：www.bankcomm.com

2、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

网站：www.fsfund.com

风险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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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留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9日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9年3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30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

日、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9年4月1日

暂停大额定期定额投资起

始日

2019年4月1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9年4月1日

限制申购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限制定期定额投资金额

（单位：人民币元）

5,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5,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投及

转换转入）的原因说明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基金的基金简称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A 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C

下属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300 006301

该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决定自2019

年4月1日起将华宝宝丰高等级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的单日单个基金账户

累计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金额上限设置为500万元（含），本基金两类基金份额申购金额予以合并

计算。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金额超过500万元（不含），本基金

将该笔申购确认失败；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本基金的合计金额超过

500万元（不含），则对该基金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逐笔累加至符合不超过500万元限额

的申请确认成功，其余申请本基金有权确认失败。

（2）在本基金限制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期间,本基金的其他业务仍正常办理。 恢复

办理本基金的大额申购（含定投及转换转入）业务的日期届时将另行公告。

（3）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700-5588、021-3892455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

(WWW.FS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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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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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3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塔2B座29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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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8,06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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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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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博先生主

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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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陈正钢先生、邓小泊女士请假未参加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苏健女士、张薇女士请假未参加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徐天啸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01�选举王东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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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70,224 91.5079 113,500 0.0210 45,578,788 8.4711

2、议案名称：1.02�选举徐鸿周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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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50,224 91.5042 133,500 0.0248 45,578,788 8.4710

3、议案名称：1.03�选举唐征宇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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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40,224 91.5024 143,500 0.0266 45,578,788 8.4710

4、议案名称：1.04�选举黄博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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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1,231,524 91.2963 282,200 0.0524 46,548,788 8.6513

5、议案名称：1.05选举林大湑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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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17,824 91.4982 165,900 0.0308 45,578,788 8.4710

6、议案名称：1.06�选举黄杰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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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23,324 91.4992 160,400 0.0298 45,578,788 8.4710

7、议案名称：1.07选举祝传颂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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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50,224 91.5042 133,500 0.0248 45,578,788 8.4710

8、议案名称：1.08�选举刘劲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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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50,224 91.5042 133,500 0.0248 45,578,788 8.4710

9、议案名称：1.09选举王凯先生为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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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70,224 91.5079 113,500 0.0210 45,578,788 8.4711

10、议案名称：2.01�选举王建国先生为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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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50,224 91.5042 133,500 0.0248 45,578,788 8.4710

11、议案名称：2.02�选举高蕾女士为公司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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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36,524 91.5017 147,200 0.0273 45,578,788 8.4710

12、议案名称：3.�关于为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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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21,224 91.4988 124,200 0.0230 45,617,088 8.4782

13、议案名称：4.�关于为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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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321,224 91.4988 124,200 0.0230 45,617,088 8.4782

14、议案名称：5.�关于为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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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2,060,624 91.4504 384,800 0.0715 45,617,088 8.4781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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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选举王东先生为公司董事

169,801,

728

78.7964 113,500 0.0526

45,578,

788

21.1510

1.02 选举徐鸿周先生为公司董事

169,781,

728

78.7872 133,500 0.0619

45,578,

788

21.1509

1.03 选举唐征宇先生为公司董事

169,771,

728

78.7825 143,500 0.0665

45,578,

788

21.1510

1.04 选举黄博先生为公司董事

168,663,

028

78.2680 282,200 0.1309

46,548,

788

21.6011

1.05 选举林大湑先生为公司董事

169,749,

328

78.7721 165,900 0.0769

45,578,

788

21.1510

1.06 选举黄杰先生为公司董事

169,754,

828

78.7747 160,400 0.0744

45,578,

788

21.1509

1.07 选举祝传颂先生为公司董事

169,781,

728

78.7872 133,500 0.0619

45,578,

788

21.1509

1.08 选举刘劲先生为公司董事

169,781,

728

78.7872 133,500 0.0619

45,578,

788

21.1509

1.09 选举王凯先生为公司董事

169,801,

728

78.7964 113,500 0.0526

45,578,

788

21.1510

2.01 选举王建国先生为公司监事

169,781,

728

78.7872 133,500 0.0619

45,578,

788

21.1509

2.02 选举高蕾女士为公司监事

169,768,

028

78.7808 147,200 0.0683

45,578,

788

21.1509

3

关于为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

议案

169,752,

728

78.7737 124,200 0.0576

45,617,

088

21.1687

4

关于为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

议案

169,752,

728

78.7737 124,200 0.0576

45,617,

088

21.1687

5

关于为亚太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信贷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169,492,

128

78.6528 384,800 0.1785

45,617,

088

21.168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3、4、5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世良先生、乔磊先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

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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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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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856

证券简称：中天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9-023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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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29日16:00时在

北京朝阳区望京SOHO塔2B座29层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举行，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

实际参加现场表决董事8人， 全体董事确认此次会议系因紧急情况通过口头通知的方式召集的临时会议，召

集形式及通知期限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王东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唐征宇先生、黄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设置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作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内设专门委员会。 具体设置情况如下（简历详见附件）：

（1）战略委员会：唐征宇先生、王东先生、黄杰先生，其中唐征宇先生为主任委员。

（2）审计委员会由王凯先生、刘劲先生、黄博先生组成，其中王凯先生担任主任委员。

（3）提名委员会：王东先生、刘劲先生、祝传颂先生，其中王东先生为主任委员。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林大湑先生、王凯先生、祝传颂先生，其中林大湑先生为主任委员。

以上人员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止，各委员会应按照公司董事会通过的议

事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运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免除邓天洲先生的总裁职务，谢支华先生、陈正钢先生的高级副总裁职务，詹申槐先生、马晓莉女士

的副总裁职务，穆天玉先生的总会计师职务。

同意聘任黄杰先生担任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由黄杰先生提名徐鸿周先生担任公司联

席总裁，邓天洲先生担任公司常务副总裁，谢支华先生、徐天啸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邓小泊女士、王海玲女

士继续担任公司副总裁，崔怡彬女士担任公司总会计师系财务负责人，李忠民先生继续担任公司总工程师。

（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原董事会秘书徐天啸先生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一职，同意聘任李婷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任期三年，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计算。李婷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详

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

2019-025）。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任赵美含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本届董事会届满。 赵美含女士将继续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赵美含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

告》（ 公告编号：临2019-025）。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附件：

王东先生简历

王东先生，男，汉族，1981年出生，西南财经大学数量经济学硕士。 曾任职于招商银行合肥分行、徽商银行

总行公司银行部、徽商银行总行投资银行部。 现任国厚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铜陵国厚天

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徐鸿周先生简历

徐鸿周先生，男，汉族，1970�年出生，安徽大学企业管理(双学士)学士。1995�年任职中国银行安徽省巢湖

市分行含山支行办事员;1996�年中国银行安徽省巢湖市分行国际结算科科员;2000�年中国银行安徽省巢湖

市分行公司业务部副主任;2001�年 3�月中国银行安徽省巢湖市分行公司业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2001�年

8�月中国银行安徽省巢湖市分行公司业务部主任;� 2001年12月中国银行安徽省六安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

长;2002年中国银行安徽省芜湖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05�年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风险管理部专业审批

人;2009�年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中小企业业务部总经理; � 2010年中国银行安徽省滁州市分行党委书记、行

长;2011�年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2014�年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行长助理;2016年至2017

年8月中国银行贵州省分行副行长。

唐征宇先生简历

唐征宇先生，汉，1964年11月27日出生。 本科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

汇丰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 1983年毕业分配至中石化长岭炼油厂工作，历任班长、工程师等。 1988年调中石

化国际事业公司巴陵分公司从事进口原油加工外贸等工作。 1992年调中石化深圳开元化工公司工作，历任科

长，副总经理，总经理。 2001�年离开中石化开元公司独立创业，先后投资设立了正伟涂料公司，湖南催化剂公

司，珠海长炼石化公司等多家企业，于2003年成立深圳埃森新能源集团，任董事长，总裁。 随着我国一带一路

战略的实施，埃森集团先后投资了老挝石化股份公司(任总裁)、加拿大CFG(董事)、新加坡埃森公司(总裁)等。

黄博先生简历

黄博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9月生，国际金融专业， EMBA;曾任北京前景集团业务

经理，华能集团华圣国际运输公司部门经理，武汉诚成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青岛中

油通用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现任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Skywide� Energy�

Limited董事，青岛中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林大湑先生简历

林大湑先生，英文名：RICHARD� � SHENLIM� � LIN，男，美籍华人，1951年2月生，研究生学历。林大湑先

生曾担任First� Banco� 董事长、美国德州第一银行董事长、美国联邦政府特许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总裁、长春

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SH600856)副董事长。 现担任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合涌源企业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合涌源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江西风尚电视购物股份有限公司（834446）副董事长。

黄杰先生简历

黄杰先生，男，1972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曾任中国银行武汉分行会计，长江证券分析师，北京

双龙鑫汇投资管理公司投资部总经理，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 湖北杰能贸易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长，武汉经纬液化气有限公司副总裁，湖北和顺通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联合睿康集团战略金融部融资总监。

祝传颂先生简历

祝传颂先生，1967年12月出生，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管理

合伙人，现执业于上海天衍禾律师事务所，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委员。 曾任安徽中医药大学

教师、安徽省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安徽省律师协会证券期货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刘劲先生简历

刘劲先生，现任长江商学院副院长，教授管理委员会主席，会计与金融教授，曾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

德森管理学院(UCLA� ANDERSON� SCHOOL)并获终身教授职称，1998�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授课，1999�年

获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ColumbiaBusiness� School)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刘教授长期从事资本市场，财务会计和

股权投资的研究，是在股权投资和证券分析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 刘教授的研究成果具有国际影响力，近十年来

一直是华人社科学者中被国际文献最为广泛引用的作者之一。多个国际一级学术刊物的长期审稿人及编委。曾获

长江商学院杰出研究奖， 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杰出研究奖 (Eric� and� "E"� Juline� Faculty� Excellencein�

Research� Award)，以及巴克莱全球投资(BARCKLAYS� GLOBAL� INVESTORS)最佳论文奖。

王凯先生简历

王凯先生，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工大系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学习，大学学历，工学学

士。 1989年7月至1991年12月，合肥动力机械总厂财务科会计;1992�年1月至1995年7月，安徽工学院财务处

会计;1995年7月至1997年7月，安徽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项目经理;� 1997年7月至 2000� 年6月，安徽华

普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项目经理、审计一部副经理;2000年7月至 2005年12月任安徽安科生物工程(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2006年1月至2006年5月，安徽嘉华会计师事

务所副所长;2006年5月至2009年10月，安徽嘉华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09年至今，江苏苏亚金

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兼安徽分所所长。

邓天洲先生简历

邓天洲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6年8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5项，

省、部级科技成果11项， 2次破格晋升技术职称。 曾担任中国国务院13个部委合作组建的“国家清洁汽车行

动协调领导小组” 办公室成员和国家清洁汽车专家组成员，以及北京市聘请的清洁汽车专家组成员，是中国

天然气汽车产业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之一。

谢支华先生简历

谢支华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6年9月生，硕士研究生；曾任青岛中油通用机械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武汉中能燃气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

公司总经理、公司高级副总裁。

邓小泊女士简历

邓小泊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5月生，硕士学历；曾任美国纽约西敏证券法律顾问，

中国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公司海外并购法律顾问/经理；现任long� run� exploration� Ltd公司执行董事。

王海玲女士简历

王海玲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1年11月生，硕士研究生；曾任北京升东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财务负责人，任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徐天啸先生简历

徐天啸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6年5月生，北京外国语大学意大利语学士学位，清华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事业部负责人、美国星腾科际教育集团北京分公司总经

理，曾任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集团总部国内业务管理部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崔怡彬女士简历

崔怡彬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7年3月生，学士学位；曾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总经理；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总经理；现任长春中天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

李忠民先生简历

李忠民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7月生，本科学历；曾任青岛中油通用机械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嘉兴中能实业有限公司代总经理；现任青岛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李婷女士简历

李婷女士，1984年11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2012年起先后任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高级经理、总

监、副总经理。 李婷女士于2018年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

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美含女士简历

赵美含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4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2016年5月取

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天津银龙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助理；现任长春

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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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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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3月29日16:30时在

北京朝阳区望京SOHO塔2B座29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举行，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

监事3人，全体监事确认此次会议系因紧急情况通过口头通知的方式召集的临时会议，召集形式及通知期限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选举王建国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连选可以连任，自监事会通

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3月30日

附件：

王建国简历

王建国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8年4月生，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长春百货大楼

百货商场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职务，曾任长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

事长、党委书记职务。 现任长春长百集团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副董事长，长春长百购物有限公司董事长，江

西风尚电视购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全国青联委员，吉林省青联副主席，省政协常委，吉林省杰出青年企业

家，全国商业系统和吉林省劳动模范，享受省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特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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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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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年3月29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李婷女

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赵美含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关职责。 董

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为三年。

李婷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11月生，大学本科学历。 2012年起先后任中弘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部高级经理、总监、副总经理。 李婷女士于2018年5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

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亦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赵美含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2年4月生，大学本科学历，法学学士学位，曾任天津银龙

预应力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助理； 现任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赵美含女士于

2016年5月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七十三期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考试并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定的相关要求。

李婷女士、赵美含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塔2B座29层

联系电话：010-84927035-888、010-84927035-883

传真：010-84928665

电子邮箱：li.t@snencn.cn；zhao.mh@snencn.cn

特此公告。

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