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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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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新县城沿江南路1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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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9,15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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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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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温增勇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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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其中独立董事张继德以书面授权方式委托独

立董事钟扬飞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胡苏平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现场会议；

4、 公司第十届董事、监事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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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432,704 88.0720 27,604,636 11.0794 2,114,087 0.8486

2、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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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12,704 88.1041 27,474,572 11.0272 2,164,151 0.8687

3、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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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477,827 88.8928 25,933,449 10.4087 1,740,151 0.6985

4、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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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842,204 88.2363 27,227,036 10.9279 2,082,187 0.8358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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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48,340 87.8374 28,056,936 11.2609 2,246,151 0.901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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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778,788 84.1973 32,669,703 13.1123 6,702,936 2.6904

7.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组 7.01关于选举温增勇

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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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487,281 86.4884 33,024,046 13.2546 640,100 0.2570

7.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胡苏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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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803,481 86.6153 32,552,946 13.0655 795,000 0.3192

7.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张能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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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14,117 90.6332 22,642,174 9.0877 695,136 0.2791

7.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Zhong� ming� Peng� (彭中明)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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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988,626 49.7643 29,115,933 11.6860 96,046,868 38.5497

7.0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冬梅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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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704,611 49.6503 29,419,633 11.8079 96,027,183 38.5418

8.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组 8.01关于选举刘娥

平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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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721,214 87.3850 29,855,862 11.9830 1,574,351 0.6320

8.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刘纪显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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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059,714 87.5209 29,514,362 11.8459 1,577,351 0.6332

8.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倪洁云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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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358,482 49.5114 29,483,662 11.8336 96,309,283 38.6550

9.00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组 9.01关于选举黄平娜

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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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179,414 86.7662 31,514,962 12.6489 1,457,051 0.5849

9.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伟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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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98,433 10.2341 127,442,405 51.1505 96,210,589 38.6154

9.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夏洁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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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59,586 10.7804 126,068,152 50.5990 96,223,689 38.6206

9.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胡志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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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257,108 87.6001 29,207,162 11.7226 1,687,157 0.6773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十届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及决策授权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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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078,367 85.9229 33,559,924 13.4696 1,513,136 0.6075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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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811,704 88.2241 27,626,036 11.0880 1,713,687 0.6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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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31,662,805 53.3615 25,933,449 43.7057 1,740,151 2.9328

7.01

关于选举温增勇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提案

25,672,259 43.2656 33,024,046 55.6556 640,100 1.0788

7.02

关于选举胡苏平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提案

25,988,459 43.7985 32,552,946 54.8616 795,000 1.3399

7.03

关于选举张能勇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提案

35,999,095 60.6694 22,642,174 38.1589 695,136 1.1717

7.04

关 于 选 举 Zhong� ming�

Peng�(彭中明)先生为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提案

29,081,136 49.0106 29,115,933 49.0692 1,139,336 1.9202

7.05

关于选举刘冬梅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提案

28,797,121 48.5319 29,419,633 49.5810 1,119,651 1.8871

8.01

关于选举刘娥平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提案

27,906,192 47.0304 29,855,862 50.3162 1,574,351 2.6534

8.02

关于选举刘纪显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提案

28,244,692 47.6009 29,514,362 49.7407 1,577,351 2.6584

8.03

关于选举倪洁云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提案

28,450,992 47.9486 29,483,662 49.6889 1,401,751 2.3625

9.01

关于选举黄平娜女士为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

案

26,364,392 44.4320 31,514,962 53.1123 1,457,051 2.4557

9.02

关于选举陈伟生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

案

25,498,433 42.9726 32,534,915 54.8312 1,303,057 2.1962

9.03

关于选举夏洁女士为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案

26,859,586 45.2666 31,160,662 52.5152 1,316,157 2.2182

9.04

关于选举胡志远先生为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提

案

28,442,086 47.9336 29,207,162 49.2230 1,687,157 2.8434

11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提

案

29,996,682 50.5535 27,626,036 46.5583 1,713,687 2.88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1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即以同意票所代表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2/3�以上审议通过；其余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即以同意票所代表股

份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2�以上审议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第11项“关于《公司章程》修改的提案” 已通过，根据修改后《公司章程》，公司第

十届监事的应选人数为职工代表监事1名，非职工代表监事2名。 本次当选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为黄平

娜、胡志远，当选方式为：监事候选人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二分之一以上（含二

分之一）同意票的，按得票数多少排序，同意票得票数较多的前2名（含第2名）监事候选人当选；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杨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辉、肖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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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均符合我国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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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梅雁吉祥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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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刘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刘江先生因工作变动

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一职，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其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刘

江先生在公司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衷心感谢刘江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 经核实，刘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5月14日在公司6楼会议室召开了银亿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职工代

表大会，会议选举了俞建斌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俞建斌先生简历

俞建斌先生：男，1971年出生，大专学历，工程师，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曾任中建四局重庆分公司项目经理，宁波明州建设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副总经理、杭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宁波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安吉公司总经理等。 现

任本公司监事、总裁助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俞建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现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俞建斌先生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任何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

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简称：

ST

银亿 股票代码：

000981

公告编号：

2019-081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于2019年5月21日以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于2019年4月 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2019-066），现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1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下午3:00至2019年5月21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外滩大厦6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投票中的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七）出席对象：

1、2019年5月14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

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提案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 其中提案9、15需以特别决

议通过，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1、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2、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3、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6、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关于计提资产减值额度的议案；

9、2019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10、关于2019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1、关于授权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投资额度权限的议案；

12、关于预计2019年度子公司与业务合作单位资金拆借的议案；

13、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要求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14、关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要求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15、关于追溯确认公司为宁波南郡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请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此外，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还将作《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9年5月14日上午9:00-11:00和下午2:00-5:00。

（三）登记地点：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外滩大厦611室。

（四）登记手续：

1、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1）、委托人股东账户卡

和委托人身份证。

2、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请注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收。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并对网络投

票的相关事宜进行具体说明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981，投票简称：“银亿投票” 。

2、提案编码及意见表决

（1）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提案：所有提案

1.00 《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2.00 《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3.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6.00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

构的议案》

7.00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0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额度的议案》

9.00 《2019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10.00 《关于2019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1.00 《关于授权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投资额度权限的议案》

12.00 《关于预计2019年度子公司与业务合作单位资金拆借的议案》

13.00

《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要求相关重组方对

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14.00

《关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要求相关重组方对公司

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15.00 《关于追溯确认公司为宁波南郡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审议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提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提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

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提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提

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4）对同一提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21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和下午1:00-3: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现场股

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

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

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赵姝

联系电话：（0574）87037581、（0574）87653687

传真：（0574）87653689（请注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收” ）

通讯地址：宁波市江北区人民路132号银亿外滩大厦611室

邮编：315020

2、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所有股东的食宿、交通费自理。

3、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

进行。

特此公告。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1：

银亿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有效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公司）出席银亿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并代为签

署相关会议文件。 如没有做出指示，则由本人（本单位）的授权代表酌情决定进行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提案：所有提案

1.00 《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2.00 《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3.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6.00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2019年度财

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00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00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额度的议案》

9.00 《2019年度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10.00 《关于2019年度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11.00 《关于授权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投资额度权限的议案》

12.00 《关于预计2019年度子公司与业务合作单位资金拆借的议案》

13.00

《关于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业绩承诺实

现情况及要求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14.00

《关于宁波昊圣投资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年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及要求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议案》

15.00 《关于追溯确认公司为宁波南郡置业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600595

股票简称：

*ST

中孚 公告编号：临

2019-049

债券代码：

122093

债券简称：孚债暂停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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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 2019年5月

10日、5月13日和5月14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5%，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9年5月10日、5月13日和5月14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5%，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所处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

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票

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1、公司电解铝产能转移项目正在积极有序推进，并计划在2019年年末投产。 该产能转移项目完成

后，有利于公司降低亏损规模及现金流侵蚀，有利于公司盘活存量资产，有助于公司从根本上解决好能

源价格高企及环保限产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变劣势为优势，使公司打破电解铝业务连年亏损的困局。 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已披露的相关公告。

2、公司相关债务风险化解工作正稳步推进，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公司积极履行主体责任，加强与

相关债权人密切沟通并商讨风险化解方案；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也高度重视公司债务风险，通过

请求、协调相关部门对公司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了大力支持，目前在相关各方的支持和帮助下，进展如

下：

（1）已与大多数金融机构形成了“不压贷、不抽贷、不断贷”的合作意向；

（2）银行业务已全部执行贷款基准利率，过半非银行金融机构将贷款利率下调至8%/年以内；银行

业务融资期限已大部分调整为三年期，非银行金融机构融资期限已有部分业务达成延期方案，部分业务

正在积极洽谈；大部分金融机构已将结息周期调整为按年结息、按半年结息或利随本清；

（3）债务诉讼问题正在逐步得到妥善解决，目前已有部分债务诉讼达成和解，其他债务诉讼公司也

正在积极商谈和解方案，争取早日达成和解；

（4）公司将着力推动市场化债转股业务，2019年公司拟采取债务重组、市场化债转股等模式，进一

步优化公司债务结构，降低财务费用，目前相关工作正在积极开展。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公司不存在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

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未发现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本次股票异常波动期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

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

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因公司2017年度、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自2019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公司债券实施暂停上市的

决定》， 公司“11中孚债” 自2019年5月13日起暂停上市，债券简称由“11中孚债” 更名为“孚债暂

停” ，债券代码“122093”不变。 公司债券持有人仍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

采取报价、询价和协议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三）截止5月14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1.48元/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

定，如上市公司股票出现连续2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

值，该上市公司股票将被强制终止上市。

公司信息均以在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317

证券简称：营口港 编号：临

2019-011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8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二次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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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14日，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营口港

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二次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55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现将《问询函》的内容公告如下：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

《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及对我部问询函的回复，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根据公司问询函的回复，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中30.33亿元存放于营口港务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财务公司），财务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营口港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口港务集团或控股股

东）的控股子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将大额货币资金存放于控股股东处的原因及合理性；（2）

列示控股股东及财务公司使用上述资金的具体用途；（3） 控股股东是否存在通过财务公司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根据公司问询函的回复，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中30.33亿元存放于财务公司，其中9.5亿元在财务公

司设定3个月定期存款，存款利率为1.35%，年末已到期转入活期存款账户。 2018年末，公司在财务公司

银行存款均为活期存款，存款利率0.30%。年报显示，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8.5亿元，同比增幅为183.33%。

如短期借款中存在与财务公司的关联借款，请公司补充披露：（1）列示公司与财务公司关联借款的发生

额、余额、借款利率、借款期限等；（2）解释说明公司在财务公司存放大额货币资金的同时，继续从财务

公司获取短期借款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公司与财务公司的关联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的差异情况，

说明公司及中小投资者利益是否受到损害。

请全体独立董事、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核实并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于2019年5月15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5月22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

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做好问询函

的回复工作，并就上述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营口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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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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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

月1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5月14日上午9：30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7

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由董事长朱江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表决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记名投票表决，会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增资优先认购权的议案》

公司参股子公司成都天府合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称“天府合涛” ）现拟引入投资方左嘉星、

上海瑞创悦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唐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上述主体拟以投前估

值7,222万元向分别向天府合涛投资228万元、100万元和50万元,增资后分别持有天府合涛股权比例为

3.00%、1.32%和0.66%。经公司审慎决策，同意放弃本次对天府合涛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放弃优先认购权

后，公司持有天府合涛股权比例由6.92%下降至6.58%。

公司本次放弃对天府合涛增资的优先认购权，不影响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预计对公司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左嘉星、上海瑞创悦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唐加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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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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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2019年4月25日、5月6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

告编号：2019-036）、《关于2018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更新〈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为切实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提示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2019年4月23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18年度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

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方式。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11: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2019年5月16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15:00至2019年5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股东。 除根据相关规则的规定、需在行使表决权前征求委托人或者实际持有人投票意见的集

合类账户持有人或名义持有人， 应当在征求意见后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外，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或者通过网络投票方式表决，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本次股东大会述职独立董事。

（七）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阜康准东石油基地公司第四会议室。

二、会议主要内容

1、审议事项

（1）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4）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5）审议《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8）审议《关于2019年融资并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9）审议《关于向控股股东新增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事项（1）（2）（3）（4）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审议事项（5）（7）（9） 详见2019年4月25日的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审议事项（6）和（8）的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25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31）。

2、公司独立董事朱明、顾玉荣、王京伟述职

其中审议事项（9）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及时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4.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00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6.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7.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8.00 关于2019年融资并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

9.00 关于向控股股东新增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说明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有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办理登记

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办理登记手续。

（2）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在股东大会召开前送达或传真至证券投资

部。

2、登记时间：股东大会召开前。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投资部。

4、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5、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吕占民、战冬

电话：0994-3830616、0994-3830619

传真：0994-3832165

邮箱：289556845@qq.com

邮编：831511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网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方法和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07

2、投票简称：准油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15:00，结束时

间为2019年5月16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如未做出具体批示的，委托代理人可

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限自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闭会止。 表决内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4.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5.00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6.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7.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8.00 关于2019年融资并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

9.00 关于向控股股东新增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号码：

（自然人签字/法人盖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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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境外投资项目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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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境外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2015年1月，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出资3,850万美元（参股35%）与

新疆阿蒙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蒙能源” ）共同设立了荷兰震旦纪能源合作社（以下简称“震旦

纪能源” ），由震旦纪能源的全资子公司荷兰震旦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震旦纪投资” ，震旦纪能

源与震旦纪投资合称 “荷兰公司” ） 当年完成对哈萨克斯坦Galaz� and� Company� LLP （以下简称

“Galaz公司” ）的收购。

2015年10月， 公司通过以0元收购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持有的阿蒙能源5%股权并

缴齐出资款2,250万元，间接拥有震旦纪能源3.25%权益（合计38.25%）。 由于国际油价暴跌，公司主营

业务亏损、参股收购的哈国油田无法按原计划转开发、公司仍需承担并购贷款利息并按照权益比例计算

亏损，公司从2016年初开始寻求合作方将该项投资权益全部或部分转让。 2016年12月，公司将所持震旦

纪能源7%财产份额以1.4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大唐金控集团有限公司。截止目前，公司合计拥有震

旦纪能源31.25%权益。

Galaz公司的主要经营业务是依据2000年9月12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哈国” ）政府签

发的第593号地下资源使用协议， 在哈国Kyzylorda州NWKonys油气勘探区块 （以下简称 “Galaz油

田” ） 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探。 根据哈国相关法律规定，Galaz油田目前仍处于勘探期， 且勘探权证将于

2019年5月14日到期。

2019年1月12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境外投资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02），对境外投资项目截至该公告披露日存在的风险和问题等内容进行了披露。 根据震旦

纪能源和Galaz�公司提供的信息，公司参股震旦纪能源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参股阿蒙能源形成的可供

出售金融资产存在减值的风险。 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拟对参股震旦纪能源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和参股

阿蒙能源形成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并对公司2018年度业绩预计进行了修正，详

见公司于2019�年 1�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2018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88）。 深交所对相关资产计提减值准备事项高度关注，于2019年1月31日向公司下发了中

小板关注函【2019】第 95�号《关于对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要求公司进行认真

自查并对有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公司于2019年2月22日进行了回复并披露，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0）。

2019年2月27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2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关于计提资产

减值准备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13）。 公司根据收到的相关信息、结合哈国法律相关规定，综

合考虑阿蒙能源-震旦纪能源-震旦纪投资-Galaz公司目前经营状况、 下属NW-Konys油田探矿权即

将到期及其后续工作计划和进展、其控股股东阿蒙能源对震旦纪能源暨震旦纪投资及Galaz公司的管理

和实际控制情况等因素，参考哈国大成律所和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的相关意见，决定对参股震旦纪能源

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和参股阿蒙能源形成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全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最终计提金额

以会计师审计后实际计提为准。

2019年4月25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2018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经立信会计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报告期内，公司直接持有的震旦纪能源28%财产份额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在

确认投资损失-14,147.63万元后全额计提减值准备；对通过阿蒙能源间接持有震旦纪能源3.25%财产份

额（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核算）全额计提减值准备。

二、境外投资项目最新进展情况

尽管公司已经根据境外投资项目前期的进展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

定对相关资产全额计提了减值准备，且又是小股东身份，没有最终决定权；针对该境外投资项目面临的

困难和问题，公司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与震旦纪能源的其他股东及相关方沟通协商推进相关工作，尽最

大努力寻求合适的解决办法，减少损失、有效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1、积极与有关各方沟通，共同协调和推进Galaz油田勘探权延期事宜

期间，公司先后拜访了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哈萨克斯坦克孜洛奥尔达州政府、中国石油东方

地球物理公司及其哈国子公司BGP哈萨克斯坦地球物理服务公司、 中石油西部钻探公司及其克孜分公

司、哈国相关服务机构和人士，并与震旦纪能源其他股东、有意进行合作的意向方等进行了广泛的沟通

与交流。

近日，震旦纪能源全体股东协商一致、共同做出决议：鉴于Galaz油田的勘探许可将于2019年5月14

日到期、部分区块仍未完全勘探，要求哈国团队按照整个区块延期准备申请材料，其中区块一转开发、其

余区块继续勘探。 并明确“这是全体股东同意和认可的唯一方案，不考虑任何其他方案。 2019年5月13

日，由哈国团队负责，有效的向哈国有权政府部门，提交全套延期申请材料” 。决议作出后，股东代表立即

赶赴哈国与Galaz团队现场沟通，并通过荷兰公司董事及现场督促其逐项落实延期申请所需条件，及时

递交延期申请。

北京时间2019年5月14日凌晨，公司收到Galaz公司负责人的邮件通知，Galaz公司已按照股东的要

求于哈国当地时间2019年5月13日将有关申请提交给哈国国家能矿部。

2、积极参与协调震旦纪能源其他股东、Galaz管理团队之间的关系，梳理管理流程，共同面对和解决

当前面临的困难

鉴于阿蒙能源-震旦纪能源-震旦纪投资-Galaz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秦勇先生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

安机关控制，无法参与上述公司的经营管理，造成在震旦纪能源、震旦纪投资两个公司层面，秦勇作为两

名联席董事之一，无法有效履职。 震旦纪投资对外重大合同、重要事项均需两名联席董事共同发起、完

成。 经震旦纪能源全体股东和相关方共同努力，近日秦勇先生就此出具了两份《授权委托书》（2019年5

月11日签署），主要内容如下：

（1）与震旦纪能源有关的授权委托书

秦勇先生委托唐恒志先生（受托人）作为其唯一的代理人和被授权人，就其作为震旦纪能源董事的

有关事项（除Galaz油田有关债权债务处置及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外）代表其本人行事，具体授权如下：

1）提议、召集、参加震旦纪能源的董事会会议；2）在授权事项范围内，行使按照荷兰法律和震旦纪能源

的组织性文件秦勇先生作为董事所享有的董事权利和董事会表决权；3）在授权事项范围内，履行其董事

职责。

在Galaz油田有关债权债务处置及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及范围内，作为秦勇先生唯一的代理人和被授

权人，具体权限如下：在授权事项范围内，代为进行商务谈判，但最终决策和董事会表决权仍由秦勇先生

本人行使。

在上述特定授权事宜及范围内， 受托人与董事权利有关的所有行为均应视为秦勇先生本人自己的

行为，签署的所有文件均应视为由秦勇先生本人签署。 受托人应在本授权委托书授权的特定事宜及范围

内履行受托职责，不得作出有损秦勇先生本人以及震旦纪能源的行为和活动。

未经秦勇先生本人书面同意， 受托人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士或实体转授权或转让其与上述事项有关

的权利；受托人超出上述特定授权事宜及范围所作行为或签署文件无效。

在秦勇先生为震旦纪能源董事的前提下，授权委托书自签署之日（即2019年5月11日）起180日内

有效，除非受托人作出相反的书面指示。 在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间，一旦受托人书面通知秦勇先生本人

全部或部分终止本授权委托书，秦勇先生将立即收回在此向受托人做出的委托和授权，届时本授权委托

书自动失效。

（2）与震旦纪投资有关的授权委托书

秦勇先生委托唐恒志先生（受托人）作为其唯一的代理人和被授权人，就有关事项（除Galaz油田

有关债权债务处置及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外）代表其行事，具体授权如下：1）提议、召集、参加震旦纪投资

的董事会会议；2）在授权事项范围内，行使按照荷兰法律和震旦纪投资的组织性文件秦勇先生作为董事

所享有的董事权利和董事会表决权；3）在授权事项范围内，履行其董事职责。

在Galaz油田有关债权债务处置及资产重组相关事宜及范围内，作为秦勇先生唯一的代理人和被授

权人，具体权限如下：在授权事项范围内，代为进行商务谈判，但最终决策和董事会表决权仍由秦勇先生

本人行使。

在上述特定授权事宜及范围内， 受托人与董事权利有关的所有行为均应视为秦勇先生本人自己的

行为，签署的所有文件均应视为由秦勇先生本人签署。 受托人应在本授权委托书授权的特定事宜及范围

内履行受托职责，不得作出有损秦勇先生本人以及震旦纪投资的行为和活动。

未经秦勇先生本人书面同意， 受托人不得向任何其他人士或实体转授权或转让其与上述事项有关

的权利；受托人超出上述特定授权事宜及范围所作行为或签署文件无效。

在秦勇先生为震旦纪投资董事的前提下，授权委托书自签署之日（即2019年5月11日）起180日内

有效，除非受托人作出相反的书面指示。 在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间，一旦受托人书面通知秦勇先生本人

全部或部分终止本授权委托书，秦勇先生将立即收回在此向受托人做出的委托和授权，届时本授权委托

书自动失效。

（3）补充说明：

受托人唐恒志先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现任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大成实业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乌鲁木齐市沪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

三、风险提示

1、目前Galaz公司管理团队只是按照股东的要求向政府主管部门递交了延期申请，仍然存在没有完

成底土合同补充协议规定的义务工作量、面临政府罚款，欠缴政府的逾期社会义务款项和承包商施工作

业款项，尚未取得勘探数据，以及法律上的限制等诸多风险，Galaz油田勘探权延期事宜是否能够顺利得

到哈国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2、根据Galaz公司负责人反馈的信息，2019年5月14日到期后，Galaz油田的原油试采工作将全部停

止、Galaz公司没有其他任何收入来源。 即使探矿权最终获得政府批准，仍然需要大量资金，一方面需清

偿债务和欠缴政府款项，同时还要支付相关报告编制费用、基础建设施工费用及停工期间维持公司和油

田正常运转的费用等，以现有股东的情况，如果没有其他更有实力的合作方介入，该项投资的前景仍然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公司作为小股东，将继续尽最大努力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职责，但在本项投资中发挥的作用

有限；该境外投资项目未来的发展取决于控股股东阿蒙能源所能采取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前提是不

存在损害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公司目前无法判断Galaz油田的最终结果。 公司将密切跟踪相关

事项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该境外投资项目各项经营活动的开展，需要同时遵守中国、荷兰、哈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存在一定

的法律风险。 自参股收购以来，作为小股东，公司并未实际参与项目公司的经营管理，无法判断是否存在

其他未知风险。

5、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 息做出

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选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