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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6日以书面和邮件

方式发出《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上午

9:00时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李新威董事长召集并主持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

董事7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7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同意推荐黄庆先生、李文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与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强文桥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

资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于春玲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公司董事会谨向强文桥先生和于春玲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规范治理与经营发

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1、公司董事会对该项议案相关事项的决策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黄庆先生、李文赢先生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

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格，不存在上

述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 未持有公司股

票；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

评；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3、同意推荐黄庆先生、李文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获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以及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上披露的《关于董事

辞职及推荐董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对

照表。

该议案获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上、以及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

商报》 上披露的 《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9-028）。

该议案获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庆先生：1971年出生，中级经济师，经济学硕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国民经济计划和

管理专业。 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综合

处副处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秘书；山西省政府驻

广州办事处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务。现任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广州

纳斯威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水务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雄安绿研智库有限公司董

事，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深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李文赢先生：1979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专业。历任新国线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企划主管；深圳市中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资经理、高级经

理、副部长；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等职务。 现任深圳

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兼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和深圳市特发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

黄庆先生和李文赢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

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与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

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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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及推荐董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5月15日收到公

司董事强文桥先生、董事于春玲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强文桥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战略与投

资管理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于春玲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

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

何职务。 强文桥先生和于春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

项。

强文桥先生和于春玲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在此，公司董事会谨向强文桥先生和于春玲女士在任职

期间对公司规范治理与经营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19年5月17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董事的

议案》， 同意推荐黄庆先生、 李文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简历见附

件），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该议

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庆先生：1971年出生，中级经济师，经济学硕士，毕业于武汉大学国民经济计划和

管理专业。 历任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综合

处副处长；深圳市政府办公厅综合处处长；山西省政府办公厅副厅级秘书；山西省政府驻

广州办事处副主任、党组成员等职务。现任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任广州

纳斯威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水务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副董事长，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雄安绿研智库有限公司董

事，深圳市建筑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监事，深业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李文赢先生：1979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

专业。历任新国线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企划主管；深圳市中南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部门经理；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资经理、高级经

理、副部长；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部长（主持工作）等职务。 现任深圳

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兼任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和深圳市特发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

黄庆先生和李文赢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

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与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公司

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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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6日以书面和邮件

方式发出《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会议于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上午

10:00时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叶启良监事会主席召集并主持表决。 会议应参

与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与表决监事3人。 出席会议的人数及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同意推荐李志伟先生、廖俊凯先生为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熊庆胜先生、潘沙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公司监事会谨向熊庆胜先生和潘沙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规范治理与

经营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该议案获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以及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上披露的《关于监事

辞职及推荐监事候选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7）。

三、备查文件

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志伟先生：1980年出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全国会计领军人才（企业类），

会计学博士，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历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成本战略规划师、

研发体系财务负责人、投资总监、子公司CFO、外汇总监；中兴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

职务。 现任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兼任深圳远致富海智能产业有

限公司董事和深圳市特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

廖俊凯先生：1988年出生，法律硕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法律硕士（法学）专业。

历任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助理、主管、经理等职务。现任深圳市远致投资

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高级经理。

李志伟先生和廖俊凯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

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与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

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股票简称：深南电

A

、深南电

B

； 股票代码：

000037

，

200037

； 公告编号：

2019-027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辞职及推荐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2019年5月15日收到公

司监事熊庆胜先生、监事潘沙女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

熊庆胜先生、潘沙女士因工作原因，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熊庆胜先生、潘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

诺事项。

熊庆胜先生和潘沙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辞职报

告自送达公司监事会时生效。 在此，公司监事会谨向熊庆胜先生和潘沙女士在任职期间

为公司规范治理与经营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2019年5月17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

议案》，同意推荐李志伟先生、廖俊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简

历见附件）， 任职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简历

李志伟先生：1980年出生，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全国会计领军人才（企业类），

会计学博士，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历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成本战略规划师、

研发体系财务负责人、投资总监、子公司CFO、外汇总监；中兴发展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

职务。 现任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部长,兼任深圳远致富海智能产业有

限公司董事和深圳市特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

廖俊凯先生：1988年出生，法律硕士，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法律硕士（法学）专业。历

任深圳市远致投资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助理、主管、经理等职务。现任深圳市远致投资有

限公司风险控制部高级经理。

李志伟先生和廖俊凯先生的教育背景、专业能力和从业经验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

职资格；不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与公司主要股东深圳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

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与

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

股票简称：深南电

A

、深南电

B

； 股票代码：

000037

、

200037

； 公告编号：

2019-028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3（星期一）下午14:30时

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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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3日上午9:30－11:30时、下午13:00－15:0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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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下午15:00时至 2019年6月3日下午15:00时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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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

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公司股东的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

的，以第一次表决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7日。

（七）出席对象

1、截止于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7日下午15:00时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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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可以书面形

式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其中，B股的股权登记日要求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登记在册，投资者应在2019年5月

21日（即B股股东能参会的最后交易日）或更早买入公司股票方可参会。

如同一股东分别持有公司 A、B�股股票，股东应当通过其持有的 A�股股东账户与

B�股股东账户分别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见证律师。

（八）会议的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1、选举黄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选举李文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二）审议《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1、选举李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选举廖俊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审议《关于修订〈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四）议案披露情况

上述第（一）、（三）项议案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第（二）项议

案经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以及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上披露的《深圳南山热电股

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及《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第

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2019-026）。

上述第（一）、（二）项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累积投票

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2人

1.01 选举黄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1.02 选举李文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

2.00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2.01 选举李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2.02 选举廖俊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

非累计投票

提案

3.00 《关于修订〈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法人股股东持法人单位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和股东代理人身份证

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

份证、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下午14:00－17:00时

（三）登记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联 系 人：尹雪、方尉哲

联系电话：0755-26003611� �传真：0755-26003684

邮政编码：518053

（五）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与会人员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

六、备查文件

（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第八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1：

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码： ）代表本人出

席2019年6月3日在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汉唐大厦十七楼公司会议室召开的公司2019年

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按下列授权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种类：□ A�股 □ B�股

委托人证券帐户卡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 委托书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注：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本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表决结果

累积投票

提案

采用等额选举，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1.00

《关于更换董事的议案》

（非独立董事选举）

应选人数2人

1.01 选举黄庆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1.02 选举李文赢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2.00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2.01 选举李志伟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02 选举廖俊凯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非累积投票

提案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3.00

《关于修订〈深圳南山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投票说明：本次投票分累积投票和非累积投票。

1、 累积投票：

对于累计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如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应选人数。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

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

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2、 非累积投票：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附件2：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037

2、投票简称：南电投票

3、填报选举票数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

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

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如下：

（1）选举非独立董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

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2）选举监事（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

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6月3日上午9:30－11:30时、下午13:00－15: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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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下午15:00时，结束时间为2019

年6月3日下午15: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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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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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601139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

2019-023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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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梅坳一路268号深燃大厦十四楼第九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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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08,859,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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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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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李真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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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出席7人，陈永坚、刘晓东、黄维义、何汉明、李巍董事，徐志光、张国昌、黄荔独立

董事因公务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纪伟毅、杨金彪监事因公务出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杨玺出席会议；其他高管2人及见证律师2人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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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859,084 100 0 0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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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859,084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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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858,824 99.9999 0 0 260 0.0001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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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859,084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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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859,084 100 0 0 0 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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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859,084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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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8,858,824 99.9999 0 0 260 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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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9,133,180 100 0 0 0 0

7

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59,132,920 99.9995 0 0 260 0.0005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国晖律师事务所

律师：贾环安、王婧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深圳燃气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186

证券简称：

*ST

莲花 公告编号：

2019-023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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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河南省项城市莲花大道18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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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31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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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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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维法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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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2人，董事罗贤辉先生、独立董事刘建中先生、邓文胜先生、陈宁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韩安道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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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2,693 99.8111 257,381 0.1889 0 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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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2,693 99.8111 257,381 0.1889 0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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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2,693 99.8111 257,381 0.1889 0 0.0000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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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2,693 99.8111 257,381 0.188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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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2,693 99.8111 152,481 0.1118 104,900 0.0771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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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2,693 99.8111 257,381 0.188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成员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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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2,693 99.8111 257,381 0.1889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成员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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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052,693 99.8111 257,381 0.1889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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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0,930,221 97.6994 257,381 2.3006 0 0.0000

6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

所及支付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费用的议案》

10,930,221 97.6994 257,381 2.3006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栾敬君、李秋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河南陆达律师事务所指派栾敬君、李秋霞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和大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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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莲花健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212

证券简称：南洋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0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质押部分股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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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明泰汇金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泰资本” ）关于股份质押的通知，获悉明泰资本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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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泰汇金

资本投资

有限公司

否 500

2019年

5月16日

2020年

4月2日

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

3.4170%

补充质押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9年5月16日，明泰资本持有公司股份共146,326,8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2.6309%，其中处

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146,322,130股， 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99.9968%，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6305%。

二、备查文件

1.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南洋天融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2019-036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19

年广东

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参加由广东证

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19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

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参与公司本次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2日（星期三）15:45至16:45。

届时公司的副总裁、董事局秘书薛楠女士，财务总监陈虹女士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

2018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19-047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1-4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现将本公司2019年1-4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新签合同总额（亿元RMB） 8,219 4.0%

一、建筑业务情况

1.�新签合同额（亿元RMB） 7,208 2.3%

2.�业务分部（亿元RMB）

房屋建筑 6,047 20.5%

基础设施 1,128 -43.3%

勘察设计 33 -16.7%

3.�地区分部（亿元RMB）

境内 6,939 2.1%

境外 269 7.2%

4.�实物量指标（万m2）

施工面积 117,027 6.7%

新开工面积 10,043 -7.2%

竣工面积 3,796 1.6%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二、地产业务情况

1.�合约销售额（亿元RMB） 1,011 19.0%

2.�合约销售面积（万m2） 543 -3.2%

3.�期末土地储备（万m2） 11,325

4.�新购置土地储备（万m2） 461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

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1788

股票简称：光大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19-033

H

股代码：

6178 H

股简称：光大证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三

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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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已于2019年5月17

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资券（债券通）

短期融资券发行简称 19光大证券CP003BC 短期融资券期限 90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071900037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19年5月15日 申购倍数 1.8倍

起息日期 2019年5月17日 兑付日期 2019年8月15日

计划发行总额 3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3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2.98%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125

证券简称：铁龙物流 公告编号：

2019-019

证券代码：

155014

证券简称：

18

铁龙

01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跟踪

评级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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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次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评级为：AA+级，主体评级：AA+级

●本次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评级为：AA+级，主体评级：AA+级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公司

委托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公司2018年发行的2018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债券简称 “18铁龙

01” ）进行了跟踪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前次

评级结果为AA+级；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时间为2018年7月19日。

联合信用评级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于2019年5月17日出具了跟踪评

级报告，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AA+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公司2018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

用评级结果为AA+级。 本次评级结果与前次评级结果一致。

本次信用跟踪评级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查

阅。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8日

证券简称：山西汾酒 证券代码：

600809

编号：临

2019-024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山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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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开时间：2019年5月23日14:30－16:30

●召开方式：网络在线交流方式

一、说明会情况

本公司已于2019年4月27日发布了2018年年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决定以网络

在线交流方式参加山西证监局、 山西省上市公司协会及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 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

“2019年山西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就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可持续

发展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时间

本次说明会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14:30-16:30。

三、参加人员

公司总会计师马世彪先生，董事会秘书王涛先生，董事会秘书处处长田元宏先生，证券事务代表王普向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本次活动将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和“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 网站

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相关网上平台或关注微信公众号 “上证路演中心” 、“全景财

经”参与互动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鹏飞

联系电话：0358-7329221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山西杏花村汾酒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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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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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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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广东证监局和广东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19年广东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

（sse_roadshow），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

22日（星期三）15:45至16:45。

届时公司的相关人员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18年年报、 公司治

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

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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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山西辖区上市公司

2019

年度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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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活动时间：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14:30-16:30

●活动方式：网络在线交流

为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通交流，本公司定于2019年5月23日（星期四）下午参加“2019年山西辖区

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陆以下方式参与本次活动：

1.“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

2.“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

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3日14:30至16:30。

届时公司的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的形式与投资者就公

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