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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990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01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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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持有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份104,738,9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6%）的股东北京华清创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清创业” ），计划本公告披露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506万股；

计划未来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5012万股。

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华清创业 《关于减持诚志股票的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1、股东名称：北京华清创业科技有限公司

2、股东持股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华清创业持有公司股份104,738,966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8.36%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的原因：因业务发展需求

2、减持股份来源：认购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

3、减持股份方式、数量、价格区间和时间：华清创业计划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506万股（不超过公司股

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并且连续90天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一），价格区间视减持

实施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计划未来6个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5012万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四，并且连续90天内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价格区间视减持实施时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4、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华清创业的相关承诺均已正常履行完毕。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可能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3、本次减持计划的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四、备查文件

北京华清创业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减持诚志股票的函》。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月2日

证券代码：

000589

证券简称：贵州轮胎 公告编号：

2019-068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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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贵阳市工商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阳市工商

投” ）函告，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注

明限售类型）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贵阳市工商

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是

20,680,

000

10.53% 2.67% 否 否

2019/12

/25

2020/05

/12

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

限公司

补充营运

资金及偿

还有息债

券

合计 --

20,680,

000

10.53% 2.67%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贵阳市工商投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

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贵阳市工商产

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196,444,

902

25.33%

77,540,

000

98,220,

000

49.999% 12.666% 0 0% 0 0%

合计

196,444,

902

25.33%

77,540,

000

98,220,

000

49.999% 12.666% 0 0% 0 0%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贵阳市工商投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

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如出现平仓风险，贵

阳市工商投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

三、备查文件

1、股权质押告知书；

2、证券质押登记申请受理回执；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77

证券简称：恒天海龙 公告编号：

2019-058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股份解除司法冻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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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12月31日，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第一大股东温州

康南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康南科技” ）发来的《告知函》，康南科技持有公司的2亿股股份

已全部解除司法冻结，具体如下：

一、本次解除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结股份数

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司法冻结执行

人名称

冻 结 原

因

温 州 康 南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是

200,000,000 100% 23.15%

2019年 10月

31日

2019年12月

31日

辽宁省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

详 见 备

注

合计 200,000,000 100% 23.15%

备注：因上海聚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兴乐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执行一案，辽宁省沈阳

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8）辽民初字第41号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兴乐集团有限

公司所持公司2亿股股票已于2019年10月30日依法过户至康南科技。但因兴乐集团有限公

司提出执行异议，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康南科技在异议审查期间暂不转让公司

股票，并将康南科技所持公司2亿股股票协助执行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温州康南科技有限公

司

200,000,000 23.15% 0 0 23.15%

合计 200,000,000 23.15% 0 0 23.1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康南科技已按照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执行完成

股份解冻事项。 康南科技因上述事项被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冻结的公司股票共计

200,00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15%，已全部解除司法冻结。 本次股份解除司法冻

结后，康南科技所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被司法冻结的情形。

三、备查文件

1.《告知函》；

2.《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恒天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

000712

证券简称：锦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19-77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展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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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近日接到董事长朱凤廉女士有关办理

股份质押展期的通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或第

一大股

东及其

一致行

动人

质押展期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质

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朱凤廉 是 7,200,000 5.45% 0.80% 否 否

2019-8

-13

2019-12

-31

2020-5-

8

新疆动能东方

股权投资有限

公司

融资

合计 — 7,200,000 5.45% 0.80% — —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展期前质押

股份

数量

本次展期后质押

股份

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新世纪

公司

250,000,000 27.90% 197,500,000 197,500,000 79.00% 22.04% 0 0% 0 0%

朱凤廉 132,110,504 14.74% 129,200,000 129,200,000 97.80% 14.42% 0 0% 0 0%

杨志茂 66,300,000 7.40% 63,000,000 63,000,000 95.02% 7.03% 0 0% 0 0%

合计 448,410,504 50.05% 389,700,000 389,700,000 86.91% 43.49% 0 0% 0 0%

3．质押展期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将会采

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或其他担保物等措施化解风险。本公司将

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4．本次股份质押展期事项不会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其他说明

朱凤廉女士上述质押展期行为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对本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朱凤廉女士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

情形的，将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锦龙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600219

证券简称：南山铝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77

债券代码：

122479

债券简称：

15

南铝

01

债券代码：

122480

债券简称：

15

南铝

02

债券代码：

143271

债券简称：

17

南铝债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第四季度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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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关规定，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10月28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拟使用不超过35亿元（该额度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计划及实际使用情况递减），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流动性

好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款，本次决议有效期为一年。 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可根据理财产品期限在可用资金

额度内滚动投资。2019年3月15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南山铝业新加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新加坡公司” ）拟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现将公司及子公司

2019年第四季度购买理财产品实施情况公告如下：

一、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上季度购买，本季度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19年第132期E款

购买额度：17,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3天，2019年7月17日—2019年10月17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业绩基准（R）/365*实际存续天数。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169.25万元。

2、产品名称：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19年第141期D款

购买额度：11,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3天，2019年7月29日—2019年10月30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业绩基准（R）/365*实际存续天数。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110.71万元。

3、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10,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2天，2019年8月7日—2019年11月7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

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 产品收益为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8%】*产品存续天数/365）+�浮动收益（若观

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益=本金金额*【1.95%】*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日价格大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

益=本金金额*【2.029%】*产品存续天数/365。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兴业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96.51万元。

4、产品名称：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19年第140期F款

购买额度：39,6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4天，2019年7月26日—2019年10月28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业绩基准（R）/365*实际存续天数。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402.84万元。

5、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25,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4天，2019年9月4日—2019年10月8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

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 产品收益为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8%】*产品存续天数/365）+�浮动收益（若观

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益=本金金额*【1.55%】*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日价格大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

益=本金金额*【1.6245%】*产品存续天数/365。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兴业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79.18万元。

6、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58,1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1天，2019年9月4日—2019年12月4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

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 产品收益为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8%】*产品存续天数/365）+�浮动收益（若观

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益=本金金额*【1.8%】*产品存续天数/365。若观察期日价格大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益

=本金金额*【1.8745%】*产品存续天数/365。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兴业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521.47万元。

7、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91116）

购买额度：47,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1天，2019年9月11日—2019年12月11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与本理财产品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对手

叙作投资收益和USD3M-LIBOR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75%*n1/N+3.65%*n2/N，（0-0.10%，

0.10%-4.10%）， 其中n1为USD3M-LIBOR落在 [0-0.10� 3%] 区间 （大于等于0并且小于0.10%） 的天数，n2为

USD3M-LIBOR落在[0.10%-4.10%]区间（大于等于0.10%并且小于等于4.10%）的天数，N为成立日至到期日之间（算头

不算尾）的实际天数。

USD3M-LIBOR按当个伦敦工作日水平确定。对于非伦敦工作日，USD3M-LIBOR安琪上一个伦敦工作日执行的水

平确定。 到期日前第5个伦敦工作日的USD3M-LIBOR水平作为到期日前剩余天数的USD3M-LIBOR水平。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中国民生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427.70万元。

8、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91114）

购买额度：25,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0天，2019年9月11日—2019年10月21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与本理财产品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对手

叙作投资收益和USD3M-LIBOR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55%*n1/N+3.45%*n2/N，（0-0.10%，

0.10%-4.10%）， 其中n1为USD3M-LIBOR落在 [0-0.10� 3%] 区间 （大于等于0并且小于0.10%） 的天数，n2为

USD3M-LIBOR落在[0.10%-4.10%]区间（大于等于0.10%并且小于等于4.10%）的天数，N为成立日至到期日之间（算头

不算尾）的实际天数。

USD3M-LIBOR按当个伦敦工作日水平确定。对于非伦敦工作日，USD3M-LIBOR安琪上一个伦敦工作日执行的水

平确定。 到期日前第5个伦敦工作日的USD3M-LIBOR水平作为到期日前剩余天数的USD3M-LIBOR水平。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中国民生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94.94万元。

9、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91068）

购买额度：28,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1天，2019年8月30日—2019年11月29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与本理财产品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对手

叙作投资收益和USD3M-LIBOR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3.80%*n1/N+3.70%*n2/N，（0-0.10%，

0.10%-4.10%）， 其中n1为USD3M-LIBOR落在 [0-0.10� %] 区间 （大于等于0并且小于0.10%） 的天数，n2为

USD3M-LIBOR落在[0.10%，4.10%]区间（大于等于0.10%并且小于等于4.10%）的天数，N为成立日至到期日之间（算头

不算尾）的实际天数。

USD3M-LIBOR按当个伦敦工作日水平确定。对于非伦敦工作日，USD3M-LIBOR安琪上一个伦敦工作日执行的水

平确定。 到期日前第5个伦敦工作日的USD3M-LIBOR水平作为到期日前剩余天数的USD3M-LIBOR水平。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中国民生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258.29万元。

10、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40,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30天，2019年9月25日—2019年10月25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

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 产品收益为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5%】*产品存续天数/365）+�浮动收益（若观

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益=本金金额*【1.71%】*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日价格大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

益=本金金额*【1.784%】*产品存续天数/365。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兴业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105.53万元。

1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JG1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5,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9年7月2日—2019年10月2日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债

券或票据回购等，同时银行通过主动性管理和运用结构简单、风险较低的相关金融工具来提高该产品的收益率。产品收益

率为产品本金*到期收益率*计息天数/360。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浦发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52.12万元。

（二）上季度购买，本季度未到期理财产品

无

（三）本季度新增购买，已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91485）

购买额度：8,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14天，2019年12月5日—2019年12月19日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以该存款收益部分与交易对手叙作和美元兑日元汇率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产品年

化收益率为1.00%� +1.90%*n/N，（102.50-114.00）， 其中n为挂钩标的落在102.50至114.00区间的天数，N为起息日至到

期日之间（算头不算尾）的实际天数。 美元兑日元汇率按观察日当日东京时间下午15:00彭博BFIX界面显示的美元兑日

元汇率中间价的定盘价确定。对于非东京工作日，美元兑日元汇率按其上一个东京工作日执行的定盘价水平确定。到期日

前第5个东京工作日的美元兑日元汇率定盘价水平作为到期日前剩余天数的美元兑日元汇率水平。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中国民生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9.17万元。

2、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91277）

购买额度：25,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0天，2019年10月24日—2019年12月3日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与本理财产品销售所汇集资金作为名义本金，并以该名义本金的资金成本与交易对手

叙作投资收益和USD3M-LIBOR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产品年化收益率为1.00%� +2.55%*n/N，（0.50%-2.95%），其

中n为挂钩标的落在0.50%-2.95%区间的天数，N为起息日至到期日之间（算头不算尾）的实际天数。

USD3M-LIBOR按当个伦敦工作日水平确定。对于非伦敦工作日，USD3M-LIBOR安琪上一个伦敦工作日执行的水

平确定。 到期日前第5个伦敦工作日的USD3M-LIBOR水平作为到期日前剩余天数的USD3M-LIBOR水平。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中国民生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97.26万元。

3、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2,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7天，2019年10月17日—2019年10月23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业绩基准（R）/365*实际存续天数。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8.45万元。

4、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24,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65天，2019年10月22日—2019年12月26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业绩基准（R）/365*实际存续天数。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166.68万元。

5、产品名称：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 33,6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57天，2019年10月29日—2019年12月26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业绩基准（R）/365*实际存续天数。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208.23万元。

6、产品名称：人民币7天单位通知存款

购买额度：18,5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7天，2019年11月11日—2019年11月17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七天通知存款提前七天通知约定支取存款。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0.04%。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截止四季度末，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取得的收益为23.31万元。

（四）本季度新增购买，未到期理财产品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JG1002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5,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0天，2019年10月22日—2020年1月19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主要投资于银行间市场央票、国债金融债、企业债、短融、中期票据、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债

券或票据回购等，同时银行通过主动性管理和运用结构简单、风险较低的相关金融工具来提高该产品的收益率。产品收益

率为产品本金*到期收益率*计息天数/360。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浦发银行。

2、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91495）

购买额度：21,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40天，2019年12月6日—2020年1月15日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以该存款收益部分与交易对手叙作和美元兑日元汇率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产品年

化收益率为1.00%� +2.60%*n/N，（102.00-115.00）， 其中n为挂钩标的落在102.00至115.00区间的天数，N为起息日至到

期日之间（算头不算尾）的实际天数。 美元兑日元汇率按观察日当日东京时间下午15:00彭博BFIX界面显示的美元兑日

元汇率中间价的定盘价确定。对于非东京工作日，美元兑日元汇率按其上一个东京工作日执行的定盘价水平确定。到期日

前第5个东京工作日的美元兑日元汇率定盘价水平作为到期日前剩余天数的美元兑日元汇率水平。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中国民生银行。

3、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91497）

购买额度：25,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1天，2019年12月6日—2020年3月6日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以该存款收益部分与交易对手叙作和美元兑日元汇率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产品年

化收益率为1.00%� +2.75%*n/N，（100.00-117.00）， 其中n为挂钩标的落在100.00至117.00区间的天数，N为起息日至到

期日之间（算头不算尾）的实际天数。 美元兑日元汇率按观察日当日东京时间下午15:00彭博BFIX界面显示的美元兑日

元汇率中间价的定盘价确定。对于非东京工作日，美元兑日元汇率按其上一个东京工作日执行的定盘价水平确定。到期日

前第5个东京工作日的美元兑日元汇率定盘价水平作为到期日前剩余天数的美元兑日元汇率水平。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中国民生银行。

4、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42,1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88天，2019年10月25日—2020年1月21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

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 产品收益为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5%】*产品存续天数/365）+�浮动收益（若观

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益=本金金额*【2.15%】*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日价格大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

益=本金金额*【2.2235%】*产品存续天数/365。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兴业银行。

5、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33,7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2天，2019年10月9日—2020年1月9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

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 产品收益为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5%】*产品存续天数/365）+�浮动收益（若观

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益=本金金额*【2.01%】*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日价格大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

益=本金金额*【2.0845%】*产品存续天数/365。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兴业银行。

6、产品名称：企乐存增利

购买额度：10,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108天，2019年12月3日—2020年3月20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对客户就存款期限、存款金额、存款利率，提前支取计息方式等。 到期利息=本金*年化利率*

存款天数/360；提前支取的，则按照支取日我行挂牌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超过存款到期日支取的，超过部分按照支

取日我行挂牌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本产品不支持部分提前支取，不支持自动转存。 存期内如遇司法扣划，则视同提

前支取，整个存款本金按扣划日我行挂牌执行的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烟台银行。

7、产品名称：人民币7天单位通知存款

购买额度：47,569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7天，2019年12月27日—2020年1月2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七天通知存款提前七天通知约定支取存款。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0.04%。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8、产品名称：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19年第234期I款（19ZH234I）

购买额度：10,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6天，2019年12月27日—2020年4月1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业绩基准（R）/365*实际存续天数。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9、产品名称：挂钩汇率区间累计型法人结构性存款-专户型2019年第234期D款（19ZH234D）

购买额度：1,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58天，2019年12月27日—2020年2月23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本产品主要投资于债券、存款等高流动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各类债券、存款、货币市场基

金、债券基金、质押式回购等货币市场交易工具，其他资产或者资产组合，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或定

向资产管理计划、基金管理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计划等，债权类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类信托计划、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委托债权等。 产品收益为投资本金*业绩基准（R）/365*实际存续天数。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工商银行。

10、产品名称：兴业银行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购买额度：58,7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62天，2019年12月18日—2020年2月18日

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或与某实体的信用情况挂钩，使存款人在承担一定风

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的业务产品。 产品收益为固定收益（本金金额*【1.5%】*产品存续天数/365）+�浮动收益（若观

察日价格小于参考价格，则浮动收益=本金金额*【2.078%】*产品存续天数/365。 若观察期日价格大于参考价格，则浮动

收益=本金金额*【2.00%】*产品存续天数/365。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兴业银行。

11、产品名称：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SDGA192112D）

购买额度：47,000万元

期限及起始、到期日：91天，2019年12月11日—2020年3月11日

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

投资范围及预期收益率：投资以该存款收益部分与交易对手叙作和美元兑日元汇率挂钩的金融衍生品交易。 产品年

化收益率为1.00%� +2.65%*n/N，（0.04%-3.20%）， 其中n为挂钩标的落在0.40%至3.20%区间的天数，N为起息日至到期

日之间（算头不算尾）的实际天数。

USD3M-LIBOR按当个伦敦工作日水平确定。对于非伦敦工作日，USD3M-LIBOR安琪上一个伦敦工作日执行的水

平确定。 到期日前第5个伦敦工作日的USD3M-LIBOR水平作为到期日前剩余天数的USD3M-LIBOR水平。

注：本产品的理财行为中国民生银行。

（五）新加坡公司本季度购买，已到期现金管理产品

无

（六）新加坡公司本季度购买，未到期现金管理产品

无

二、理财产品安全性及公司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的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所选择的

理财产品均为保本型产品，在上述银行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与该银行保持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

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性。

特此公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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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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北京瑞城四季酒店五层紫禁厅

（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4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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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6,305,39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30,036,65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676,268,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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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6141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0.88021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81199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张佑君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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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其中，匡涛先生、周忠惠先生以电话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郑京女士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此外，公司聘请的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监票人由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境内法律顾问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H股股份过户登记

处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共同担任。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张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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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6,543,849 99.466695 13,464,602 0.532190 28,200 0.001115

H股 619,351,593 91.583648 56,916,155 8.416204 1,000 0.000148

普通股合计： 3,135,895,442 97.804016 70,380,757 2.195073 29,200 0.00091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2�议案名称：杨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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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196,751 99.966803 811,700 0.032082 28,200 0.001115

H股 657,442,226 97.216118 18,825,522 2.783734 1,000 0.000148

普通股合计： 3,186,638,977 99.386633 19,637,222 0.612456 29,200 0.00091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3�议案名称：刘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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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2,052,963 97.708188 57,952,038 2.290561 31,650 0.001251

H股 234,692,572 34.704039 441,575,176 65.295813 1,000 0.000148

普通股合计： 2,706,745,535 84.419455 499,527,214 15.579527 32,650 0.001018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4�议案名称：刘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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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122,451 99.805766 1,886,000 0.074544 3,028,200 0.119690

H股 657,381,291 97.207108 18,886,457 2.792744 1,000 0.000148

普通股合计： 3,182,503,742 99.257661 20,772,457 0.647863 3,029,200 0.09447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5�议案名称：何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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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7,166,408 96.724544 82,858,743 3.275001 11,500 0.000455

H股 201,996,012 29.869192 474,271,736 70.130660 1,000 0.000148

普通股合计： 2,649,162,420 82.623521 557,130,479 17.376089 12,500 0.000390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1.06�议案名称：周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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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046,551 99.802766 1,961,900 0.077544 3,028,200 0.119690

H股 647,540,461 95.751942 28,727,287 4.247910 1,000 0.000148

普通股合计： 3,172,587,012 98.948373 30,689,187 0.957151 3,029,200 0.094476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2.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郭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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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996,051 99.998395 12,400 0.000490 28,200 0.001115

H股 675,644,726 99.907726 531,522 0.078596 92,500 0.013678

普通股合计： 3,205,640,777 99.979271 543,922 0.016965 120,700 0.00376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2.02�议案名称：饶戈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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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996,051 99.998395 12,400 0.000490 28,200 0.001115

H股 675,852,726 99.938483 323,522 0.047839 92,500 0.013678

普通股合计： 3,205,848,777 99.985759 335,922 0.010477 120,700 0.00376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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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9,851,651 99.992688 11,800 0.000466 173,200 0.006846

H股 675,969,248 99.955713 299,500 0.044287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3,205,820,899 99.984889 311,300 0.009709 173,200 0.005402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2/3，本议案获通过。

4、议案名称：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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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155,305 99.965004 12,400 0.002338 173,200 0.032658

H股 676,267,748 99.999852 0 0.000000 1,000 0.000148

普通股合计： 1,206,423,053 99.984535 12,400 0.001028 174,200 0.01443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同意票数超过1/2，本议案获通过。

根据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1月13日审议通过的《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续签日常关

联/持续性关连交易框架协议的预案》及本议案，公司于2019年12月31日股东大会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完成续签

《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综合服务框架协议》，并签署《〈房屋租赁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三）》。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中，本公司A股股东中持股比例5%以下的股东（持有

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管除外）表决情况披露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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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佑君 516,848,103 97.455825 13,464,602 2.538858 28,200 0.005317

1.02 杨明辉 529,501,005 99.841631 811,700 0.153052 28,200 0.005317

1.03 刘克 472,357,217 89.066714 57,952,038 10.927318 31,650 0.005968

1.04 刘守英 525,426,705 99.073389 1,886,000 0.355620 3,028,200 0.570991

1.05 何佳 447,470,662 84.374156 82,858,743 15.623676 11,500 0.002168

1.06 周忠惠 525,350,805 99.059077 1,961,900 0.369932 3,028,200 0.570991

2.01 郭昭 530,300,305 99.992345 12,400 0.002338 28,200 0.005317

2.02 饶戈平 530,300,305 99.992345 12,400 0.002338 28,200 0.005317

4

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 《证券和金

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

协议》的议案

530,155,305 99.965004 12,400 0.002338 173,200 0.032658

注：上表百分比例为A股中小股东相关投票数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相关董事、监事时生效，任期三年（至2022年12月30日止），

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监事会监事委任正式生效后与其分别签订董事、监事服务合同。

以下事项提请关注：

（1）执行董事张佑君先生、杨明辉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刘克先生、何佳先生、周忠惠先生，自本次股东大会后正式出

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非职工监事郭昭先生、饶戈平先生，职工监事李宁先生、牛学坤女士，自本次股东大会后正式出

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人员均已取得相应的证券公司董事（含独立董事）、监事任职资格。

（2）拟任独立非执行董事刘守英先生的证券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正在办理中，将在取得该等任职资格后，正式担

任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过程中，关于与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和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由

公司非关联/连方股东审议，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相关关联/连方回避表决，其中，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数为1,

999,695,746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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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师：颜羽、刘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境内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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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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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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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24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2月31日上午，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后，在北京瑞城四季酒店五层紫禁厅Ⅰ召开，

应到董事5人，实到董事5人，其中，独立非执行董事周忠惠先生以电话方式参会。 本次董事会有效表决数占公司董事总数

的100%，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张佑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选举张佑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如下：

发展战略委员会：张佑君、杨明辉、刘克

风险管理委员会：杨明辉、何佳、刘守英（拟；当前由周忠惠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刘克、张佑君、何佳、刘守英（拟）

审计委员会：周忠惠、刘克、何佳、刘守英（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克、何佳、周忠惠

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何佳、刘克、周忠惠

前述各专门委员会中：

1、第一位董事为董事会相关专门委员会分别选举产生的主席。

2、刘守英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拟任人选，其尚未取得证券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为符合风险

管理委员会不少于3名董事的要求，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周忠惠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刘守英先生取

得相关任职资格后，周忠惠先生将不再担任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

以上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15日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次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公告。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同意聘任：

1、张佑君先生、杨明辉先生、马尧先生、薛继锐先生、杨冰先生、李春波先生、邹迎光先生、李勇进先生为公司执行委员

会委员。

2、杨明辉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3、李冏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总司库。

4、宋群力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首席信息官）。

5、张皓先生为公司首席营销总监。

6、张国明先生为公司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

7、王俊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拟）。

公司董事会拟聘任王俊锋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王俊锋先生尚需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

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其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尚待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 在王俊锋先生取得前述资格并完成相

关审核前，原董事会秘书郑京女士（简历详见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继续履行公司董事会秘书职责。

授权经营管理层办理王俊锋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的相关监管报批或报备手续。

8、叶新江先生、金剑华先生、孙毅先生、高愈湘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

除王俊锋先生外，上述人员均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具备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本次

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王俊锋先生的任职起始日为自获得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且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董事会秘书资格审核、获得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之日，前述日期以获得相关资格或审核

的最晚日期为准；该起始日之前由郑京女士继续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起至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一、执行委员会委员（8名）

1、张佑君先生，54岁。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董事长、执行委员会委员。 张先生于本公司1995年成立时加

入，于2016年1月19日获委任为本公司执行董事，同期获选担任公司董事长。 张先生亦兼任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中信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中信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金石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信证券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及中信里昂

（即CLSA� B.V.及其子公司）董事长。 张先生曾于1995年起任本公司交易部总经理、本公司襄理、副总经理，1999年9月至

2012年6月获委任本公司董事，2002年5月至2005年10月任本公司总经理，1998年至2001年期间任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2005年至2011年期间先后任中信建投证券总经理、董事长，2011年12月至2015年12月任中信集团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 张先生于1987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货币银行学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并于1990年获中央财经大学货币银行学专

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2、杨明辉先生，55岁，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执行委员会委员。 杨先生于本公司1995年成立时加入本

公司，并于2016年1月19日获委任为本公司董事。 杨先生亦兼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夏基金（香港）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先生曾于1995年起任本公司董事、襄理、副总经理；于2002年5月至2005年8月担任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常务副总裁，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于2005年7月至2007年1月任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于2005年8月

至2011年10月任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1996年10月，杨先生获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

集团前身） 授予高级经济师职称。 杨先生于1982年获华东纺织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工学学士学

位，1985年获华东纺织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纺织机械专业工学硕士学位。

3、马尧先生，47岁，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主任。 马先生于1998年加入本公司，曾任本公

司风险控制部副总经理、债券销售交易部副总经理、交易部副总经理、资本市场部行政负责人、金融行业组负责人、投资银

行管理委员会委员。 马先生于1994年获得西安交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学士学位，1998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货币

银行学专业硕士学位，2012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国际金融专业博士学位。

4、薛继锐先生，46岁，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股权衍生品业务线、证券金融业务线行政负责人、金融市场管理委

员会委员。 薛先生于2000年加入本公司，曾任本公司金融产品开发小组经理、研究部研究员、交易与衍生产品业务线产品

开发组负责人。 薛先生现兼任中信期货与青岛金鼎信小额贷款公司董事。 薛先生于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学士学

位，于2000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硕士学位，于2006年获中国人民大学统计系博士学位。

5、杨冰先生，47岁，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资产管理业务行政负责人。 杨先生于1999年加入本公司，1993年至

1996年期间曾任韶关大学教师，曾任本公司交易部助理交易员、固定收益部交易员、资产管理业务投资经理、资产管理业

务投资主管。 杨先生于1993年获南昌大学精细化工专业学士学位，于1999年获南京大学国民经济学硕士学位。

6、李春波先生，43岁，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研究部、股票销售交易部及托管部分管领导。 李先生于2001年加

入本公司，曾任研究咨询部（后更名为研究部）分析师、研究部首席分析师、研究部行政负责人、股票销售交易部行政负责

人。 李先生于1998年获清华大学汽车工程专业学士学位，于2001年获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

7、邹迎光先生，49岁，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固定收益部行政负责人。 邹先生于2017年加入本公司，曾任首都

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外科医师，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北京证券营业部业务经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海淀南路营业部

机构客户部经理，华夏证券有限公司债券业务部高级业务董事，中信建投证券债券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固定收益部行政负

责人、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固定收益部行政负责人。 邹先生于1994年获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学士学位，2000年获得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2012年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学位。

8、李勇进先生，49岁，现任本公司执行委员会委员、财富管理委员会主任、浙江分公司总经理、中信期货董事、华夏基

金董事、金通证券董事兼总经理。 李先生于1998年加入本公司，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市分行国际业务部科员，申银万国

证券大连营业部部门经理，公司大连营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公司经纪业务管理部高级副总裁、总监，中信

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浙江分公司前身）总经理。 李先生于1992年获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于2000年获得

东北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学位。

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9名，含拟任人员1名）

1、李冏先生，49岁，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总司库、库务部行政负责人。 李先生于1996年加入本公司，曾任中国国际

信托投资公司（中信集团前身）信息中心国际合作处经理，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开发部经理，本公司债券部经理、资金运营

部（后更名为库务部）副总经理、证券金融业务线行政负责人。李先生现兼任中信证券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中信期货、金鼎

信小贷公司、中证寰球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CLSA� Premium� Limited、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USA,� LLC

董事。 李先生于1992年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金融专业学士学位，于2000年获清华大学MBA硕士学位。

2、宋群力先生，53岁，现任本公司总工程师、信息技术中心行政负责人。 宋先生于2016年加入本公司，曾任北京康泰

克电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软件科系长、华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电脑中心总经理、中信建投证券经营决策会委员兼信息技

术部行政负责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中信建投证券信息技术部董事总经理。宋先生现兼任中信证券信息

与量化服务（深圳）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证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宋先生于1987年获北京联合大学电子工程学院自动

控制系学士学位。

3、张皓先生，50岁，现任本公司首席营销总监，中信期货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张先生于1997年加入本公司，曾

任上海城市建设职业学院助教， 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B股业务部负责人， 中信证券上海B股业务部副总经

理、上海复兴中路营业部总经理兼任上海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上海淮海中路营业部总经理、上海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上海

分公司总经理。张先生现兼任中国期货业协会兼职副会长、中证寰球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张先生于2001年获“中

央企业青年岗位能手” 称号。张先生于1991年获上海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工程力学专业双学士学位，并于2001年

获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4、张国明先生，55岁，现任本公司合规总监、法律部行政负责人。 张先生于2010年加入本公司，曾任河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副庭长、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法官。 张先生分别于1994年及2008年获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研究

生学位、法学博士研究生学位。

5、王俊锋先生，51岁，现任本公司纪委副书记、党务工作部主任、总经理办公室行政负责人。 王先生于1999年加入本

公司，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干部，本公司经纪业务管理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办公室业务协调主管。 王先生于1990年获得

郑州大学金融学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于1997年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经济

学硕士学位。

6、叶新江先生，55岁，现任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兼质量控制组及并购业务线负责人。 叶

先生于2005年12月加入本公司，曾任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医疗健康行业组负责人、区域IBS组负责人、新三板业务部负责

人。叶先生于1985年7月获得浙江大学（原浙江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学士学位，于1990年7月获得浙江大学（原浙江农

业大学）管理学专业硕士学位。

7、金剑华先生，48岁，现任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金石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及总经理、中信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 金先生于1997年5月加入本公司，曾任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北京）、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金融行业

组负责人、装备制造行业组负责人、并购业务线负责人。 金先生于1993年7月获得西安交通大学工业外贸专业学士学位，

1996年7月获得西安交通大学技术经济专业硕士学位，2009年获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8、孙毅先生，47岁，现任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兼金融行业组负责人。 孙先生于1998年4

月加入本公司，曾任投资银行部（深圳）副总经理，中信证券国际董事总经理，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运营部负责人、资本市

场部负责人，华夏基金副总经理兼华夏资本总经理。 孙先生于1993年7月获得江西财经大学工商管理专业学士，于1996年

6月获得厦门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学位。

9、高愈湘先生，51岁，现任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成员、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基础设施与房地产行业组负责人。 高

先生于2004年11月加入本公司，曾任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房地产与建筑建材行业组B角、交通行业组B角、基础设施与房

地产行业组B角。 高先生于1990年7月获得青岛广播电视大学财务会计专业大专学历，1995年7月获得北京大学国民经济

管理专业学士学位，2001年7月获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学历，2004年7月获得北京交通大学产业经济学专业

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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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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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2月25日以专人送达或电子邮

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12月31日上午，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后，在北京瑞

城四季酒店五层紫禁厅Ⅰ召开，应到监事4人，实到监事4人。 本次监事会有效表决数占监事总数的100%，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职工监事李宁先生主持本次监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同意《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预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预案获得通过。

根据该预案：

1、提名张长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最近一次股东大会审议；

2、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为张长义先生办理相关任职资格申报工作。

张长义先生简历如下：

张长义先生，52岁。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 张先生于2018年加入公司。 张先生曾于1989年8月至1997年6月

担任建设部干部、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于1997年6月至2001年4月担任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二局二秘

（副处级）、副处长、一秘兼副处长（正处级），于2001年4月至2018年8月担任国务院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副局级秘书、正

局级秘书。 张先生于1989年获西北建工学院建筑工程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工学学士学位，于1999年获哈尔滨建筑大学

管理工程专业工学硕士学位。

张长义先生已接受出任公司非职工监事的提名，但其任职尚需经股东大会选举、取得相关任职资格。本次监事会审议

通过后，公司将为张长义先生办理相关任职资格申请手续。张长义先生作为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将在获公司

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并取得相关任职资格后正式上任，其任期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同意《关于推举公司监事会召集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获得通过。

根据该议案：

1、同意在公司监事会主席空缺期间，推举公司职工监事李宁先生为公司监事会召集人，负责召集和主持公司监事会

会议；

2、前述任职自公司监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生效，至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之日时终止。

李宁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19年11月29日在香港交易所披露易网站、次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2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