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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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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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5 － 2019/6/6 20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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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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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430,89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1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463,3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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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6/5 － 2019/6/6 2019/6/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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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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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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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

得统一使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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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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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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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减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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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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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

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35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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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公司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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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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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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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税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13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

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1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5-86026786-846

特此公告。

深圳市禾望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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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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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外青松公路71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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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2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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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1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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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由董事长舒宏瑞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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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其中：独立董事李红玲、俞铁成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其中赵鹏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全部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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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2,100 99.9900 14,900 0.01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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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2,100 99.9900 14,900 0.0100 0 0.0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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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2,100 99.9900 14,900 0.01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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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12,400 99.9969 4,600 0.003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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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2,100 99.9900 14,900 0.01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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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4,100 99.9914 12,900 0.008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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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4,100 99.9914 12,900 0.0086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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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4,100 99.9914 12,900 0.008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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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4,100 99.9914 12,900 0.0086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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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202,100 99.9900 14,900 0.0100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控股子公司业绩承诺及签署相关补充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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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737,100 89.6949 14,900 0.0099 15,465,000 10.2952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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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关于选举邹荣先生为独立董

事的议案

150,194,104 99.9847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49,310,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902,400 99.4928 4,600 0.5072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8,400 80.0000 4,600 2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884,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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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

212,400 97.8801 4,600 2.1199 0 0.0000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204,100 94.0552 12,900 5.9448 0 0.0000

12.01

关于选举邹荣先生为独

立董事的议案

194,104 89.4488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为需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前述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枫、魏栋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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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沪工焊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

603739

证券简称：蔚蓝生物 公告编号：

2019-040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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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19年5月29日、2019年5月30日连续2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

●截至2019年5月30日，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市盈率情况， 公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59.60

倍，滚动市盈率为65.09倍，公司当前市盈率水平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 公司郑重提醒投资者，在投

资本公司股票时可能因股价异常波动而遭受损失，敬请各位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于2019年5月29日、2019年5月30日连续2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市场环境或行业政策没有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

和销售等情况没有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

（二）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征询核实：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不存在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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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外，公司未发现其他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未发现其他可

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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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主营业务、产品品种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经公司自查，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内外部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

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经营信息。

（二）公司股票的市盈率高于可比公司水平

截至2019年5月30日，公司股票收盘价格为35.34元。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市盈率情况，公

司最新静态市盈率为59.60倍，最新滚动市盈率为65.09倍；公司所处的医药制造业（根据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确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30.11倍，最新滚动市盈率29.74倍；公司所处的食品制造

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37.41倍，最新滚动市盈率36.25倍；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市盈率水平，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剔除海利生物，同行业最新静态市盈率为30.62倍，最新滚动市盈率34.83倍，蔚蓝生物的市盈率高于

同行业市盈率水平，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证券名称 静态市盈率 滚动市盈率

生物股份 22.49 27.51

海利生物 427.86 1,270.29

普莱柯 29.49 35.88

溢多利 34.62 46.88

瑞普生物 45.42 43.66

金河生物 21.08 20.23

行业平均 96.83 240.74

蔚蓝生物 59.60 65.09

数据来源：同花顺

（三）新兽用生物制品研发周期长，研发进度具有不确定性风险

合作研发是企业储备新产品的一种形式， 非洲猪瘟疫苗的研发工作全部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

兽医研究所进行，公司未直接进行研发工作，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且公司投入研发金额较小。 目前该研

发项目尚处于实验室研究阶段，后续还有大量的实验研究工作要做；实验室研究完成后，还需进行产品

中试生产、临床试验和新兽药注册证书的申请等工作。 研发进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存在研发失败的

风险，企业获得该疫苗生产权也具有不确定性。

（四）养殖疫病及自然灾害风险

禽畜养殖行业的重大疫情和自然灾害不仅会给养殖户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 而且当动物疫情发生

时，消费者会出于食品安全的考虑减少肉类食品的消费，从而使养殖行业短时期内陷入低迷。 养殖疫情

发生后，短期内会给养殖业造成较大经济损失，饲料产量和需求出现下降，从而影响上游的饲用酶、动物

微生态和动保产品的需求。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岛蔚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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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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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9年5月30日以现

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五楼一号会议室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25日以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

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庄奎龙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公司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组织结构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根据公司实际发展需要，调整公司组织结构。

具体内容详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披露的公司2019-053号公告。

表决结果：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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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公司组织结构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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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公司组织结构的议案》，为进一步理顺组织治理关系，深化职能机构的建立与完善，加强公司法律管理工

作，确保公司合法运营，防范法律风险，董事会同意新增一个部门———法务部，对公司组织结构进行调

整。 调整后的公司组织结构图及各部门的主要职能详见附件。

本次组织架构的调整将提高公司管控效率,保障公司的战略执行能行之有效，将进一步优化公司治

理。

特此公告。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附件：公司组织结构图及各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

部门名称 主要职责

董事会办公室

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事务；协助公司董事会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

理事务；负责公司股权管理事务；协助公司董事会制定公司资本市场发展战略，协助筹划或者实

施公司资本市场再融资或者并购重组事务；负责公司规范运作培训事务等事宜

审计部

负责对公司及子公司的财务收支进行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测试与评价；

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控制系统

办公室

负责公司行政事务、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负责公司企业文化建设；负责公司后勤支持和安全保卫

工作

财务部

负责公司财务战略规划的制定与监督管理；负责会计核算、财务管理、内控管理、税务管理等工

作，加强资金监控和拓宽融资渠道，对财务核算和资金运作进行整体控制；编制各种财务报表及

财务工作报告

税务管理部

负责健全税务管理业务流程和制度体系；负责指导、监督和落实所属各单位开展纳税风险管理

和纳税风险评估工作；参与公司战略规划和重大经营决策的纳税影响分析

研究院

负责制定公司产品研发计划，牵头组织重大新产品开发和推广；组织新产品等研发成果的鉴定

和评审；负责与科研单位和院校产学研平台建设；参与重大项目的技术评估和实施

总师室

负责优化聚酯工艺条件，负责集团聚酯装置各产量条件下工艺的最终确认；为子公司技术改造

和新产品开发提供技术支持；参与重大项目的技术评估和实施

生产管理部

负责集团生产计划的下达，产品品质的流程监控、质量指标的设定；用电用能的考核监督；内部

技术改造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参与重大项目的方案拟定和参与实施

原料供应部 负责主要原料PTA、MEG的采购，收集并分析PTA、MEG价格信息

物资供应部 负责辅料、设备零部件、工程材料、办公用品等的采购

销售部 负责公司产品销售；负责公司客户的维护和管理；负责公司销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项目管理部 负责公司投资项目的实施，监督工程施工的进度、质量和安全

管理监督部 负责完善、规范、建设各项生产经营管理制度、流程，并对过程、整改进行检查督促

信息技术部 负责信息技术发展战略规划；提供信息技术基础应用平台

对外事务部

负责全面统筹集团及下属子公司的项目报批、荣誉和政策享受申报及政府部门、中介机构的沟

通联系等工作

人力资源部

负责制定招聘计划与配置，建立和完善绩效管理体系、员工培训体系；落实公司干部任用管理体

系与职员晋升晋级的职业发展通道

市场部

负责对上游原料（原油、PX、PTA、EG等）及下游市场的调研、分析和预判，提供准确可靠的市场

信息；实时关注汇率、利率，对国内外主要币种的未来趋势进行分析预判

法务部

负责管理公司的各项法务工作，做好公司法务制度和体系的建立健全；审核、起草、修订各类合

同及法律文件；办理各类诉讼、仲裁案件及纠纷事件，保证企业经营行为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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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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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1、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19年5月30日召开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9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

子公司增资优先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公司控股股东提议，董事会同意以临时提案方式将《关于放

弃控股子公司增资优先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上述相关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9日和2019年5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和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

告》。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9日（星期三）至2019年5月30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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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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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30日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27日（星期一）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慈溪市宁波杭州湾新区金源大道9号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投票，如果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5、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6、会议出席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3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352,563,7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96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

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1,159,577,81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7021％；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47人，代表股份192,985,90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75％；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及其授权委托代表共计59人（其中参加现场投票的12人，参加网络投票47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57,310,7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616%。 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聂腾云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

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52,563,7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7,31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52,563,7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7,31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52,563,7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7,31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52,563,7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7,31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52,563,7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7,31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51,311,84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4％；反对1,251,86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26％；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6,05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6496％；反对1,251,8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04％；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52,563,7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7,31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1,352,563,71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7,31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控股子公司增资优先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458,745,49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57,310,76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上海罗颉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聂腾云、陈立英、聂

樟清、陈美香、上海丰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桐庐韵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桐庐

韵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持有的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的李怡星、王蕾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9年5月31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北京市

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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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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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白涛先生的书面辞呈。 白涛

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本次辞职后，白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白涛先生辞职后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白涛先生辞去董事的申请自辞职报告送达公

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早完成董事的补选工作。

白涛先生原定任期终止日为2020年1月9日，截至公告日，白涛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白涛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认真履行董事职责、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白涛先生在担任董事

期间为公司决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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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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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5月15日以书面方式通知各位董事，会议于2019年5月

30日在北京中国人寿广场A18层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0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董事长、执行董

事王滨，执行董事徐海峰，非执行董事袁长清、刘慧敏、尹兆君，独立董事张祖同、Robinson� Drake� Pike

（白杰克）、汤欣、梁爱诗现场出席会议。 执行董事苏恒轩因其他公务无法出席会议，书面委托执行董事

徐海峰代为出席并表决。 本公司监事和管理层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等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滨先生主持，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提名詹忠先生担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詹忠先生担任本公司副总裁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詹忠先生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提名杨红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杨红女士担任本公司副总裁的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杨红女士简历请见本公告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提名中国人寿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人选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公司投资设立深圳国寿门诊部有限公司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提名深圳国寿门诊部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公司2018年度资产负债管理报告〉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公司2018年度偿付能力压力测试报告及未来五年资本规划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30日

附件：

詹忠先生简历

詹忠，1968年4月出生，自2017年8月起担任本公司营销总监。 自2015年7月至2017年8月担任本公

司职工代表监事。自2014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个险销售部总经理。2013年至2014年担任本公司青海省分

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 2009年至2013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个险销售部副总经理（主持

工作）、总经理。 2005年至2009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个险销售部总经理、广东省分公司

总经理助理。 1996年至2005年期间，先后担任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支公司营销部主任，成都

分公司营销部经理助理、经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成都分公司副总经理。詹先生于1989年7月毕业于昆明

工学院工业电气自动化专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杨红女士简历

杨红，1967年2月出生，自2018年3月起担任本公司运营总监。 自2018年1月起担任本公司运营服务

中心总经理。 2011年至2018年期间，先后担任本公司研发中心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业务管理

部总经理（省分公司总经理级）、流程管理部总经理（省分公司总经理级）。 2002年至2011年期间，先后

担任本公司业务管理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客户服务部总经理。 杨女士于1989年毕业于吉林大学计

算机科学系系统结构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 于201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

理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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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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6号中国人寿广场A座二层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7人，持有表决权股份22,494,994,287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86871%，符合法定比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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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94,994,28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9,351,888,23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143,10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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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58687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8.4666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1.120251

注：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

(四)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会议由董事长王滨先生主持。 会议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 ）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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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7人。 执行董事苏恒轩，非执行董事刘慧敏、尹兆君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 监事罗朝晖、唐勇、黄辛因其他公务未出席会议；

3.公司管理层部分成员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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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41,536 99.999759 0 0.000000 46,700 0.000241

H股 3,127,980,066 99.518757 113,440 0.003609 15,012,545 0.477634

普通股合计 22,479,821,602 99.932551 113,440 0.000504 15,059,245 0.066945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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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41,536 99.999759 0 0.000000 46,700 0.000241

H股 3,128,001,386 99.519435 94,650 0.003011 15,010,015 0.477554

普通股合计 22,479,842,922 99.932646 94,650 0.000420 15,056,715 0.066934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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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41,436 99.999758 0 0.000000 46,800 0.000242

H股 3,128,001,581 99.519441 98,115 0.003122 15,006,355 0.477437

普通股合计 22,479,843,017 99.932646 98,115 0.000436 15,053,155 0.066918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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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87,936 99.999998 100 0.000001 200 0.000001

H股 3,130,216,186 99.589900 172,665 0.005494 12,717,200 0.404606

普通股合计 22,482,104,122 99.942698 172,765 0.000768 12,717,400 0.05653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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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87,936 99.999998 100 0.000001 200 0.000001

H股 2,967,494,926 94.412816 156,870,020 4.990923 18,741,105 0.596261

普通股合计 22,319,382,862 99.219331 156,870,120 0.697356 18,741,305 0.083313

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韩冰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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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710,190 99.999080 177,846 0.000919 200 0.000001

H股 2,866,671,497 91.205052 260,031,464 8.273073 16,403,090 0.521875

普通股合计 22,218,381,687 98.770337 260,209,310 1.156743 16,403,290 0.072920

韩冰先生的监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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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87,836 99.999998 0 0.000000 400 0.000002

H股 3,109,717,722 98.937728 20,642,239 0.656747 12,746,090 0.405525

普通股合计 22,461,605,558 99.851573 20,642,239 0.091763 12,746,490 0.056664

本次《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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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88,036 99.999999 0 0.000000 200 0.000001

H股 3,109,714,722 98.937633 20,638,899 0.656640 12,752,430 0.405727

普通股合计 22,461,602,758 99.851560 20,638,899 0.091749 12,752,630 0.056691

本次《董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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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88,036 99.999999 0 0.000000 200 0.000001

H股 3,109,710,367 98.937494 20,634,319 0.656495 12,761,365 0.406011

普通股合计 22,461,598,403 99.851541 20,634,319 0.091728 12,761,565 0.056731

本次《监事会议事规则》的修订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审计师酬金及2019年度审计师聘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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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9,627,325 99.988317 2,260,911 0.011683 0 0.000000

H股 3,099,029,707 98.597682 27,956,604 0.889458 16,119,740 0.512860

普通股合计 22,448,657,032 99.794011 30,217,515 0.134330 16,119,740 0.071659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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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4,544,404 99.910377 13,128,388 0.067840 4,215,444 0.021783

H股 1,048,725,966 33.365911 2,037,149,510 64.813260 57,230,575 1.820829

普通股合计 20,383,270,370 90.612472 2,050,277,898 9.114374 61,446,019 0.273154

本次《公司章程》的修订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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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1,764,066 99.896009 20,124,170 0.103991 0 0.000000

H股 804,540,511 25.596989 2,325,702,750 73.993773 12,862,790 0.409238

普通股合计 20,136,304,577 89.514602 2,345,826,920 10.428217 12,862,790 0.057181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境外高级债券相关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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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88,036 99.999999 200 0.000001 0 0.000000

H股 3,130,092,726 99.585972 188,245 0.005990 12,825,080 0.408038

普通股合计 22,481,980,762 99.942149 188,445 0.000838 12,825,080 0.057013

1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利明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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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78,036 99.999947 10,100 0.000052 100 0.000001

H股 2,863,052,912 91.089924 254,899,259 8.109789 25,153,880 0.800287

普通股合计 22,214,930,948 98.754997 254,909,359 1.133183 25,153,980 0.111820

利明光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1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军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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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1,877,836 99.999946 10,100 0.000052 300 0.000002

H股 2,831,094,013 90.073130 286,858,083 9.126580 25,153,955 0.800290

普通股合计 22,182,971,849 98.612925 286,868,183 1.275253 25,154,255 0.111822

王军辉先生的董事任职资格尚待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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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报

告的议案

28,311,436 99.834969 0 0.000000 46,800 0.165031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28,357,936 99.998942 100 0.000353 200 0.000705

5

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

议案

28,357,936 99.998942 100 0.000353 200 0.000705

14

关于选举利明光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的议案

28,348,036 99.964032 10,100 0.035615 100 0.000353

15

关于选举王军辉先生为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28,347,836 99.963326 10,100 0.035616 300 0.00105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中第1项至第10项、第14项至第15项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中第11项至第13项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其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的2/3以上通过；

3.此外，会议还听取了《关于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2018年度履职报告》及《关于公司2018年度关联

交易情况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报告》。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本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12日、2019年5月10日发布的《中国人寿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

大会会议资料》和《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亮、张烁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