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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82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35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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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0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4/25 － 2019/4/26 2019/4/26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12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4,424,855,457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27,456,637.10元（含税）。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4/25 － 2019/4/26 2019/4/26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南京南钢钢铁联合有限公司、南京钢铁联合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即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30元，待其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

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

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

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

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27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3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57072073、57072083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2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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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购注销审批情况

2018年1月24日，公司召开了第九董事局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分别审议

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将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8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9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4.52元/

股，回购价款总计1,789,920.00�元人民币(以下简称“第一次回购”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月

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7）。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18年2月12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2月13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7）。

2018年7月31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尚未解锁的

396,000股限制性股票中的360,000股限制性股票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已于2018

年8月1日注销上述回购股份360,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1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9）。 本次注销完成后，剩余36,000股限制性股票尚未完回购注销。

2019年1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九董事局第四十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决定将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06,000股进行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4.22元/

股，回购价款总计1,291,320�元人民币(以下简称“第二次回购”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1月31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9）。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19年2月18日召开的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19日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二、股份注销情况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600237。

2019年4月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第一次回购中尚未

完成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合计36,000股， 及第二次回购中的306,000股限制性股票中的270,000股

已全部过户至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公司将于2019年4月22日注销上述回购股份306,000�股。公司后

续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等相关手续。

三、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相应减少，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类别 变动前 本次变动 变动后

无限售流通股 2,104,282,116 0 2,104,282,116

有限售流通股 13,671,000 -306,000 13,365,000

合计 2,117,953,116 -306,000 2,117,647,116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0491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2019-017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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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67,657,955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25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上市的限售股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相关情况如下：

2017年11月16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2001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267,657,955股新股。 发行对象和限售期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认购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797,385 12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104,575 12

3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4,696,545 12

4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359,477 12

5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359,477 12

6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40,496 12

合计 267,657,955 -

上述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4月2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 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登记证明，公司本次新增股份上市首日为2018年4月25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126,210.00万股增加至152,975.80万股。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

变化。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本次发行对象均承诺其所认购的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无上市特别承诺。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2016年12月19日，公司召开201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相关

议案。 根据发行需要，公司决定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担任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并

于2016年12月与其签署《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保荐与承销协议书》。 中信建投已指派谢吴涛先生、王家海先生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代表人。

中信建投经核查后认为：

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已严格履行相关承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公司对上述内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公司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267,657,955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9年4月25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6,797,385 1.75% 26,797,385 -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8,104,575 1.84% 28,104,575 -

3 中信保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4,696,545 4.88% 74,696,545 -

4 信达澳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359,477 4.27% 65,359,477 -

5 平安大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359,477 4.27% 65,359,477 -

6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340,496 0.48% 7,340,496 -

合 计 267,657,955 17.50% 267,657,955 -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267,657,955 -267,657,955 -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267,657,955 -267,657,955 -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262,100,000 267,657,955 1,529,757,955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合计 1,262,100,000 267,657,955 1,529,757,955

股份总额 1,529,757,955 - 1,529,757,955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解禁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221

、

900945

证券简称：海航控股、海控

B

股 公告编号：

2019-032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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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口市国兴大道7号海航大厦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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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7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31,378,772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431,378,67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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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983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7983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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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陈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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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3人，谢皓明、徐军、伍晓熹、张志刚、刘吉春、徐经长因紧急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李泉因紧急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李晓峰、财务总监孙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中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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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3,976,309 98.7842 17,399,463 1.2155 2,900 0.0003

B股 0 0.0000 1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3,976,309 98.7842 17,399,563 1.2155 2,900 0.0003

2、议案名称：关于购买海航航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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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057,009 98.7898 17,318,763 1.2099 2,900 0.0003

B股 0 0.0000 1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4,057,009 98.7898 17,318,863 1.2099 2,900 0.0003

3、议案名称：关于购买海南天羽飞行训练有限公司股权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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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4,056,509 98.7898 17,318,563 1.2099 3,600 0.0003

B股 0 0.0000 100 10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4,056,509 98.7898 17,318,663 1.2099 3,600 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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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中

国新华航空集团有限公

司少数股东权益的报告

1,413,976,309 98.7842 17,399,563 1.2155 2,900 0.0003

2

关于购买海航航空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报

告

1,414,057,009 98.7898 17,318,863 1.2099 2,900 0.0003

3

关于购买海南天羽飞行

训练有限公司股权的报

告

1,414,056,509 98.7898 17,318,663 1.2099 3,600 0.000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所有议案均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邬文昊、许菁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邬文昊、许菁菁出具法律意见书如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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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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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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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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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道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十六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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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6，734，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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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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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

司董事、总经理邱菊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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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5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公司董事长陈义国，董事赵亚平、袁国雄、杨可，独立董事段若鹏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1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公司监事会主席宋丹娜，监事龙敏贤、王卉，职工监事张跃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冷雪，总会计师王勇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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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891,

505

99.879 842,866 0.121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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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7,630,

414

98.6933 9,103,957 1.3067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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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5,889,

405

99.8787 844,966 0.1213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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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选举陈义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94，922，494 99.7399 是

4.02

选举赵亚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94，922，494 99.7399 是

4.03

选举邱菊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94，922，494 99.7399 是

4.04

选举冷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694，922，494 99.7399 是

4.05

选举袁国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94，922，494 99.7399 是

4.06

选举徐德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94，922，494 99.7399 是

4.07

选举陈辉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694，922，495 99.7399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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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张慧德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695，889，406 99.8787 是

5.02

选举刘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695，889，406 99.8787 是

5.03

选举段若鹏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695，889，407 99.8787 是

5.04

选举杨德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695，889，407 99.8787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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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廖生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

694，922，495 99.7399 是

6.02

选举邱从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

694，922，495 99.7399 是

6.03

选举蒋三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

工监事

694，922，494 99.7399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

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10,695,

268

92.6949 842,866 7.3051 0 0

2

《关于公司

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

购买理财产

品的议案》

2,434,177 21.0967 9,103,957 78.9033 0 0

3

《关于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津 贴 的 议

案》

10,693,

168

92.6767 844,966 7.3233 0 0

4.01

选举陈义国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9,726,257 84.2966

4.02

选举赵亚平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9,726,257 84.2966

4.03

选举邱菊生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9,726,257 84.2966

4.04

选举冷雪先

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9,726,257 84.2966

4.05

选举袁国雄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9,726,257 84.2966

4.06

选举徐德欢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9,726,257 84.2966

4.07

选举陈辉平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

事

9,726,258 84.2966

5.01

选举张慧德

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0,693,

169

92.6767

5.02

选举刘洪先

生为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0,693,

169

92.6767

5.03

选举段若鹏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0,693,

170

92.6767

5.04

选举杨德林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10,693,

170

92.6767

6.01

选举廖生彪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

事

9,726,258 84.2966

6.02

选举邱从军

先生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

事

9,726,258 84.2966

6.03

选举蒋三梅

女士为公司

第六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

事

9,726,257 84.296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武汉）事务所

律师：宋丽君、胡云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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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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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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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4月19日以现场表

决方式在湖北省出版文化城B座16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前，公司已于2019年4月15日以书面方式或

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 公司董事均收到会议通知和会议资料，知悉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充

分表达意见。 本届董事会共有董事11人，现场出席会议7人，董事长陈义国、董事袁国雄委托董事冷雪代为出

席并行使表决权，董事赵亚平委托董事徐德欢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独立董事段若鹏委托独立董事刘洪代

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陈义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依照《公司章程》，陈义国先生同时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确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如下：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为陈义国先生、赵亚平先生、邱菊生先生、段若鹏先生、杨德林先生，其中陈义国先

生为召集人，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张慧德女士、刘洪先生、杨德林先生、冷雪先生，其中张慧德女士为召集人，任期同第六

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成员为刘洪先生、张慧德女士、段若鹏先生、冷雪先生，其中刘洪先生为召集人，任期同第六届

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为杨德林先生、张慧德女士、刘洪先生、冷雪先生，其中杨德林先生为召集人，任期

同第六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邱菊生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

附后），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李兵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

附后），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规章的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王勇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简历

附后），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6、《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管理办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

长提名，同意聘任冷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7、《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同意聘任邓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简历附后），任期同第六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陈义国，男，汉族，湖北公安人，1964年4月生，大学学历，法学学士学位，1985年8月参加工作，1988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武汉市司法局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调研员、政治部组宣处处长，武汉法制报社社长兼

总编，武汉市东西湖区委常委、宣传部长，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武汉重型机床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

书记（挂职），武汉市总工会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孝感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市政

府常务副市长，孝感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2017年4月至今任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

委书记、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2017年5月至今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菊生，男，汉族，江苏海门人，1962年2月生，大学学历，工学学士学位，正高职高级工程师，1982年8月参

加工作，198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湖北省新华印刷厂照排车间副主任、主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印刷

管理处副处长、处长，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社长，湖北教育出版社社长，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2016年12月至今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7月至今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副书记，2017年8月至今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兵，男，1963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编审。 曾任长江少

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

事；2017年2月至今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2017年3月至今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王勇，男，1968�年 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长江出版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2017年3月至今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冷雪，男，汉族，湖北黄冈人，1968年1月生，大学学历，高级会计师，1990年7月参加工作，1999年11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 曾任湖北省新华书店计财部计划财务科副科长、计财部结算管理科科长、计划财务部副主任、计

划财务部部长，湖北教育报刊传媒有限公司总会计师，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长瑞星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武汉德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6年11月至今任湖北长江出

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2月至今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2017年2月至今

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邓涛，男，1975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自2015年10月至今在公司证券法务部工作，

2017年9月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

证券代码：

600757

证券简称：长江传媒 公告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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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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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19日，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现场表决

方式在湖北省出版文化城B座16楼会议室召开。本届监事会共有监事5人，现场出席会议5人。会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会议全票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选举廖生彪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

历附后），任期同第六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5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4月20日

附件：廖生彪先生简历

廖生彪，男，汉族，湖北天门人，1965年2月生，大学学历，哲学学士学位，1987年7月参加工作，1994年3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湖北省委宣传部外宣二处副科级干事、外宣二处主任科员、对外宣传联络处助理调研

员、办公室助理调研员、办公室副主任、舆情信息中心主任、宣传教育处处长、理论处处长，长江出版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2017年2月至今任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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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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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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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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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02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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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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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双宏先生主持。 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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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的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孙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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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23,271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拟开展入园凭证收费权融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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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81,098 91.97 0 0 5,542,173 8.03

3.0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人选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选举吴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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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23,271 100 0 0 0 0

3.02、议案名称：选举吴远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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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81,098 91.97 5,542,173 8.03 0 0

3.03、议案名称：选举屈哲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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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81,098 91.97 5,542,173 8.03 0 0

4.0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人选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选举张洪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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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023,271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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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

孙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

议案》

27,271,

531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审议《关于为公司控股孙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光、朱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

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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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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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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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本公告日，N.Z.� UNDERWATER�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新西兰海底世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持有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圣亚” 或“公司” ）股份5,164,97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1%。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18年12月27日，公司披露了《大连圣亚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2018-067），新西兰海底世界工程开

发有限公司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拟减持数量及比例为：累计

减持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即不超过2,576,000股。 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

股份总数的1%；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新西兰海底世界工程开发有限

公司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于今日收到股东新西兰海底世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发来的减持股份计划履行情况通知书，现将有关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N.Z. �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DEVELOPMENT�CO�

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6,452,960 5.01%

IPO前取得：4,609,257股

其 他 方 式 取 得 ：1,843,

703股

备注：上表中“其他方式取得”指2018年5月公司实施2017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即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股，N.Z.�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 LIMITED按照其持股比例以资本公积转增方式取得1,

843,703股公司股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

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当前持

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N.Z. �

UNDERWATER�

WORLD�

ENGINEERING�

AND�

DEVELOPMENT�

CO�LIMITED

1,287,

987

1%

2019/1/21�～

2019/4/19

集中竞价交易

29.00�-43.

60

54,098,

800

5,164,

973

4.01%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新西兰海底世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减持计划存在不确定性风险，新西兰海底世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可根据自身资金需要情况的变化、大连圣亚股价情况、市

场情况，仅部分实施或者放弃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

新西兰海底世界工程开发有限公司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

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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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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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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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未央区天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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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55,60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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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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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张民生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由副董事长杨先锋先生主持本次会

议。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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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副董事长杨先锋先生出席并主持会议，独立董事赵晋德先生、梁工谦先生出席会议。 董事长张民生

先生、董事黄兴东先生、杨森先生、彭建武先生、牟欣先生、孙洪伟先生，独立董事王珠林先生、岳云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职工监事雷卫龙先生出席会议。 监事会主席史景明先生、监事王录堂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3.�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任立新先生、董事会秘书王洪雷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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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2.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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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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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4.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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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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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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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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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8.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关联交易实际执行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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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056,936 98.6384 3,382,811 1.3616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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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公司内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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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19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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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494,016 99.9923 111,200 0.0077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精铸公司股东减资退出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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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083,664 99.9798 102,200 0.0202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精铸公司资产重组及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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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503,016 99.9929 102,200 0.0071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接受黄兴东先生辞去董事职务并提名李军先生为公司董事及战略委员会和保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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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5,481,151 99.9914 124,065 0.0086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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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248,337,547 99.9588 102,200 0.0412 0 0

10

《关于2018年度公司内部董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248,337,547 99.9588 102,200 0.0412 0 0

11

《关于聘任2019年审计机构

的议案》

248,328,547 99.9552 111,200 0.0448 0 0

12

《关于子公司精铸公司股东

减资退出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248,337,547 99.9588 102,200 0.0412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涉及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回避

表决，其合计持有的公司1,207,165,469股股份不计入该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案12涉及公司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发

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合计持有的公司947,419,352股股份不计入该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另有关联股东中国航发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航发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中国贵州航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未

出席本次会议；议案13《关于子公司精铸公司资产重组及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谭四军、赖熠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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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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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航发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