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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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29日（星期三）下午14:30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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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29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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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9日上午9:15至

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24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世如女士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76,152,56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11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401,242,76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5031%。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参会的股东1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4,909,79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5.5081%。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不包

含5%，下同）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00,452,5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86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张艳列席了本次

会议。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6,505,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739%；反对1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36%；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0,805,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90.3963%。 ；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171%；

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866%。

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2.�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6,505,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739%；反对1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36%；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0,805,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90.3963%。 ；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171%；

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866%。

3.�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6,505,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739%；反对1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36%；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0,805,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90.3963%。 ；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171%；

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866%。

4.�审议通过了《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466,505,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739%；反对1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36%；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0,805,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90.3963%。 ；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171%；

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866%。

5.�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505,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739%；反对1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36%；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0,805,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90.3963%。 ；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171%；

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866%。

同意公司以2019年12月31日的总股本1,360,000,0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87元人民币（含税），共分配118,320,000.00元。 利润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351,

800,209.24元转入下一年度。

本次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6.�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466,505,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739%；反对1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36%；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0,805,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90.3963%。 ；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171%；

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866%。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505,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739%；反对1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36%；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0,805,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90.3963%。 ；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171%；

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866%。

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66,505,42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7.9739%；反对17,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36%；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02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90,805,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90.3963%。 ；反对17,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171%；

弃权9,629,9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5866%。

关联股东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数为285,600,000股。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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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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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红旗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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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0

年度担保计划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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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广州威能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威能” ）

珠海隆华直升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隆华” ）

●2020年预计担保额度： 预计2020年度全年为2家控股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3.30亿元。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1亿元（已发生未到期的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2.80亿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47%，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1亿元，占

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47%。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无逾期担保。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披露了《隆鑫通用关于2020年度担保计划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6），现根据相关指引补充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2019年度担保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9年4月1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公司对

广州威能和珠海隆华分别提供综合授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人民币3.1亿元和0.35亿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广州威能、珠海隆华提供担保的金额分别为人民币3.1亿元、0元。

（二）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额度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证监发［2003］56号)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适应公

司2020年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满足控股子公司融资担保需求，结合2019年担保实施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公

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综合授信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为3.30亿元，其中广州威能3.1亿元，珠海隆华0.20亿元。

（三）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0年4月25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担保计划的议案》，根据《公司

章程》相关规定，本担保计划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广州威能机电有限公司

1.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广州市番禺区沙头街丽骏路59号

法定代表人：邵剑梁

注册资本：人民币11,050万元

成立日期：2005年3月8日

经营范围：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电器辅件、配电或控制设备的零件制造；内燃机及

配件制造；机械零部件加工；金属密封件制造；金属结构制造；金属包装容器制造；金属制品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电

气设备修理；建筑物电力系统安装；监控系统工程安装服务；保安监控及防盗报警系统工程服务；机电设备安装服

务；专用设备安装（电梯、锅炉除外）；机械设备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通用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

销售； 销售本公司生产的产品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 涉及许可经营的产品需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电气设备批发；金属制品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广州威能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比例为90%，广东超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超能

集团” ）持股10%。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广州威能总资产113,686.75万元，净资产60,522.98万元,负债总额53,

163.77万元，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167.96万元，流动负债总额53,141.80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120,663.35万元，实现

净利润10,188.90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1.2�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超能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邵剑梁先生将为公司该项担保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31,000万元

担保内容及期限：为广州威能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国际贸易融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等业务。

2、珠海隆华直升机科技有限公司

2.1�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定湾八路10号A厂房

法定代表人：冯杰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5日

经营范围：无人航空器（无人直升机）整机系统及零部件的研发、制造和销售及服务业务。

股权结构： 珠海隆华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持股50%， 王浩文持有26.60%， 力合科创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17.40%，珠海清华科技园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6%。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19年12月31日，珠海隆华总资产9,991.42万元，净资产4,083.01万元，负债总额5,908.41

万元，流动负债总额4,036.41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38.61万元，实现净利润-1,736.19万元（前述财务数据已经审

计）。

2.2�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担保内容及期限：为珠海隆华向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授信业务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国内贸

易融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开立保函等业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前述担保事项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 公司拟授权公司董事长在此额度内签署担保合同及

相关文件，本次担保计划仅为公司可提供的担保额度上限，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担保事项相关情况。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年度担保计划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目的是满足被担保人经营发展的

需要，有利于公司的良性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一方面由于广州威能少数股东超能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威能担保提供连带责任的反担保； 另一方面珠

海隆华少数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的信用情况较难被金融机构认可，同时考虑到办理担保业务过程中的实际情况，本

次担保事项少数股东未按其持股比例提供担保。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广州威能和珠海隆华的重大事项决策和日常经营具有控制权，能够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的监

督与管理，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董事会同意广州威能和珠海隆华的少数股东未

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有助于控股子公司获得经营发展所需资金。 公司下属子公司

经营业绩稳定，公司对子公司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本次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公司本次担保履行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公司2020年度担保

计划事项。

六、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相关被担保人均为公司下

属控股子公司，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正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的经营和发展。 相关担保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权益的情形。 同意公司2020年度担保计划事项。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额度为3.1亿元（已发生未到期的担保金额为2.8亿元），占

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4.47%，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为3.1亿元，占公司2019年12月31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4.47%。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八、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朝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一鸣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荣寅杰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124,784,824,420.60 116,862,226,476.73 6.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0,808,881,814.88 40,802,774,133.85 0.01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87,743,222.10 476,366,543.57 1,135.97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

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22,382,525,359.85 4,478,113,985.73 399.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48,129,593.18 321,846,690.39 39.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09,663,660.36 148,359,925.11 41.3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 0.79 增加0.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1 0.015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0,142.3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2,402,412.10

其中低品位白钨项目工程补贴1,

751千元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

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和

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324,851,596.01

其中金属贸易业务衍生金融工具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2,506百万元，其他

非流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失

319百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2,643,132.42

其他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88,537.61

IXM�B.V. 金属贸易业务以公允价值计

量的存货等资产及负债公允价值变动

相关损益

-1,960,539,351.7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270.07

所得税影响额 -126,660,716.31

合计 238,465,932.82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万股

股东总数（户） 338,095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

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533,

322.00

24.69 0 无 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532,

978.04

24.68 0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 NOMINEES�

LIMITED

358,

823.78

16.61 0 未知 0 境外法人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

陕西省国际信托－陕国

投·金玉6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77,

748.69

3.60 0 无 0 未知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

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62,

343.11

2.89 0 无 0 国有法人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

47,

120.42

2.18 0 质押

41,

875.81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民生加银基金－宁波银

行－嘉兴民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46,

672.77

2.16 0 无 0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

286.79

1.03 0 无 0 境外法人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

合

22,

000.01

1.02 0 无 0 国有法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LOF）

12,

500.00

0.58 0 无 0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33,322.00 人民币普通股 533,322.00

洛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532,978.04 人民币普通股 532,978.04

HKSCC�NOMINEES�LIMITED 358,823.78 境外上市外资股 358,823.78

建信基金－工商银行－陕西省国际

信托－陕国投·金玉6号定向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77,748.69 人民币普通股 77,748.69

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

62,343.11 人民币普通股 62,343.11

宁波杉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47,120.42 人民币普通股 47,120.42

民生加银基金－宁波银行－嘉兴民

琉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6,672.77 人民币普通股 46,672.7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22,286.79 人民币普通股 22,286.79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22,000.01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1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

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鸿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

公司H�股股份30,300万股， 登记在 HKSCC�NOMINEES�LIMITED�

名下， 鸿商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5,333,

220,000股，持股比例24.69%，为公司控股股东。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3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0,469,998,559.73 15,647,900,059.61 30.82%

本期经营活动现金净回

款增加

交易性金融资产 11,807,416,530.12 7,719,450,290.97 52.96%

本期利用闲置资金办理

结构性存款增加

衍生金融资产 3,137,335,758.91 2,178,322,223.39 44.03%

本期基本金属贸易业务

衍生金融资产增加

应收账款 783,118,584.15 1,510,508,440.50 -48.16% 本期应收货款回款

预付款项 1,457,168,785.78 1,065,494,520.83 36.76% 本期预付货款增加

其他应收款 1,587,658,705.19 1,119,039,260.19 41.88%

本期铌磷业务可抵扣税

款及铜钴业务应收退税

款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1,953,317,880.39 3,830,180,430.37 -49.00%

本期基本金属贸易业务

衍生金融工具保证金减

少

递延所得税资产 1,334,464,837.01 645,508,458.12 106.73%

本期巴西雷亚尔兑美元

汇率波动， 导致递延所

得税资产增加

交易性金融负债 5,832,264,080.10 3,157,951,924.72 84.69%

本期黄金租赁业务以及

基本金属贸易业务中被

指定为交易性金融负债

部分应付货款增加

应付账款 904,250,224.02 1,944,506,406.62 -53.50%

本期金属贸易业务应付

货款减少

合同负债 1,134,762,024.14 416,194,761.78 172.65%

本期基本金属贸易业务

预收货款增加

其他应付款 955,543,864.97 1,584,737,923.47 -39.70%

本期支付刚果并购业务

或有对价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

5,525,687,105.36 3,749,103,660.62 47.39%

本期从应付债券转入未

来一年内到期的中期票

据

其他流动负债 3,186,318,564.97 1,167,803,612.80 172.85% 本期发行超短融债券

应付债券 3,125,530,000.00 5,092,860,000.00 -38.63%

本期将未来一年内到期

的中期票据转入流动负

债

3.1.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率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22,382,525,359.85 4,478,113,985.73 399.82% 注1

营业成本 23,537,038,499.92 3,801,616,595.01 519.13% 注1

管理费用 333,822,373.26 228,603,216.76 46.03% 注1

研发费用 19,256,324.50 48,963,393.58 -60.67%

本期受疫情影响， 研发投

入同比减少

财务费用 367,271,181.67 241,668,932.57 51.97% 注1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2,194,008,739.08 97,868,316.97 2,141.80% 注1

资产减值损失 -25,248,192.70 -3,133,863.22 -705.66%

本期存货减值损失同比增

加

所得税费用 -283,734,727.27 -149,418,555.58 -89.89%

本期巴西雷亚尔兑美元汇

率波动， 导致递延所得税

费用同比减少

注1：2019年7月24日完成IXM� B.V.并购，同比增加基本金属贸易业务合并期间。

3.1.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20年1-3月 2019年1-3月 增减率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887,743,222.10 476,366,543.57 1,135.97%

2019年7月24日完成IXM�

B.V.并购，同比增加基本金

属贸易业务合并期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7,074,523,

037.94

-5,623,188,

207.66

-25.81%

本期购买结构性存款同比

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529,037,102.64 3,985,535,663.85 38.73%

本期办理黄金租赁同比增

加

3.1.4�主要产品情况

主要产品 单位 生产量 销售量

生产量同比增

减

销售量同比增

减

矿山采掘及加工：

钼 吨 3,520 3,469 -3.27% -14.20%

钨 吨 2,355 1,782 -9.22% -40.88%

铌 吨 2,396 2,307 37.81% 45.54%

磷肥（HA+LA） 吨 287,624 205,704 8.14% -12.86%

铜（TFM） 吨 42,694 39,136 5.36% -3.16%

钴 吨 3,244 5,334 -32.39% 49.29%

铜（NPM80%权益） 吨 7,097 4,838 1.81% -36.10%

金 盎司 5,532 3,699 9.75% -34.34%

单位 采购量 销售量

采购量同比增

减

销售量同比增

减

矿产贸易:

矿物金属（注2） 吨 684,507 523,204 不适用 不适用

精炼金属（注3） 吨 648,817 624,517 不适用 不适用

注2：金属矿产初级产品，以精矿为主。

注3：金属矿产冶炼、化工产品。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朝春

日期 2020年4月29日

公司代码：

603993

公司简称：洛阳钼业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20-22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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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24日

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4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

际参加表决董事11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董事的预案》。

本项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995

证券简称：文山电力 公告编号：

2020-23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

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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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15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95 文山电力 2020/5/11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1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30.66%股份的股东云南电

网有限责任公司， 在2020年4月29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0年4月29日，公司接到控股股东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关于向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

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其提名彭炜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

提请公司董事会在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中增加《关于变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该议案已经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文山电力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彭炜同志个人简历如下：

彭炜，男，汉族，1982年11月生，云南禄劝人，大学学历，理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学位，2007年07月参

加工作，201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经济师，现任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全面深化改革

办公室）政策研究科科长。 2001.09-2005.07�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化学专业取得理学学士学

位；2006.09-2007.07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专业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2007.07-2010.10�

在云南电网公司昆明供电局超高压分局、修试所、盘龙分局、营销部工作；2010.10-2011.12任云南电网

公司昆明供电局电力营销部开发室主管；2011.12-2017.12�历任云南电网公司企业管理部企业管理科

企业管理专责、副科长、副科长（主持工作）；2017.12-2019.11�历任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企业管理部

（全面深化改革办公室）基础管理科副科长（主持工作）、科长；2019.11至今任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管理部（全面深化改革办公室）政策研究科科长。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0年4月21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5月15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932号摩根道8栋403号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15日

至2020年5月1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9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提取情况的议案 √

4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5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

7 公司2020年经营计划 √

8 公司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

9 公司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10

公司与文山盘龙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购地方电站电量合

同

√

11

公司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百色供电局、广西德保县水利电业有限公司

2020年购售电协议

√

12

公司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百色供电局、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限公司那

坡供电分公司2020年购售电协议

√

13 公司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14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5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6 关于变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

会议听取《2019年度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2020年4月17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

议，以及2020年4月29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详见2020年4月21日

和2020年4月30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9、10、11、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9、议案11和议案12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云南电网有限责

任公司；议案10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东方电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公司2019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提取情况的议案

4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7 公司2020年经营计划

8 公司2020年财务预算报告

9 公司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10

公司与文山盘龙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0年购地方电

站电量合同

11

公司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百色供电局、广西德保县水利电业

有限公司2020年购售电协议

12

公司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百色供电局、广西水利电业集团有

限公司那坡供电分公司2020年购售电协议

13 公司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4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 公司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6 关于变更公司部分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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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到期归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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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 4�月2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8亿元人民币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刊登的公告。

截止2020年4月28日，公司已将上述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8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已将

该归还情况通知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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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

暨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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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披露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召开了

2019年度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暨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和沟通。 现将说明会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说明会召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29日15:00-16:00，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sns.sseinfo.com）的“上

证e访谈” 栏目，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投资者说明会，公司总裁李超先生，董事会秘书、副总裁董敬军先生，财务总

监王劲女士以及相关人员参加了本次说明会，在信息披露规定允许的范围内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交流。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的回复情况

在本次说明会上，公司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给予了答复。 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主要问题及答复如下：

1、你司自上市以来，基本靠保险补贴维持经营勉强不亏损，请问后期有何规划扭转这种局面。 靠橡胶盈利维持

200亿市值太难，有比较靠谱的转型规划吗？ 请问对于橡胶价格如此低迷，怎么确保橡胶业务方面盈利？

答：近两年，橡胶价格的持续低迷对橡胶主业盈利造成很大压力，保险补贴确实对公司的业绩发挥了积极作用。

2020年，海南橡胶将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有利时机，继续坚定不移地拓展和延伸天然橡胶全产业链，逐步打造集

科研、生产、贸易为一体的天然橡胶高端制品龙头企业；同时充分发挥土地资源优势，编织热带高效农业价值网，打

造“亩产万元” 胶园综合体，实现企业增效、员工增收；继续深化改革创新、强化科技引领、落实金融保障，不断增强

公司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力争实现主营业务盈利。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2、请问你司有无建赛马场，发展赛马运动规划？ 贵司在关于马术运动方面，有哪些动作了，请给予实质性回复。

子公司的马术运动的公司也成立很久了，这个公司在不在正常经营啊？ 有多少员工啊？ 这两年做了哪些事情啊？

答：公司暂时没有建赛马场，一直密切关注和研究海南有关发展赛马等体育运动的政策。 公司目前没有成立马

术专业公司，将发展以健康文旅为代表的现代综合服务业，请以公司正式发布的公告为准，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3、请问贵司正在搞土地摸底，对土地使用有何规划？

答：公司拥有大量土地的使用权，将结合“多规合一” 和公司产业发展需要，统一规划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 感

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4、贵司要加快转型速度，靠橡胶是不行的。

答：天然橡胶是海南橡胶的主业和立身根本，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发展主业，同时加快转型速度，坚持橡胶与非胶

产业双轮驱动，以更好业绩回报投资者。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5、赛轮轮胎的股权投资是否已投入？

答：目前还在审批阶段，请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谢谢。

6、请问公司大股东有没把土地通过海南橡胶上市计划？

答：目前没有您说的该计划。 感谢关注！

7、公司下游客户是否主要是轮胎厂？ 如，赛轮，朝阳，这些厂对我们的议价能力如何？ 是否压价很狠。

答：公司下游客户是包括轮胎厂在内的几乎所有橡胶制品企业，双方交易主要以市场价为基础。 感谢您的关注！

8、今年疫情对海南橡胶影响不大吧，不会亏吧。

答：疫情对公司有影响，但公司会积极应对困难复杂的局面。 感谢您的关注。

9、您觉得靠林下农业实现万元亩产现实吗？ 林下农业能挣钱吗？ 林下农业只能解决就业问题，利润可能会比较

惨淡。 公司的林下养牛的旅游业开展到哪一步了？ 有没对接旅行社？

答：亩产万元是公司提高土地收益的战略方向，其目的不在增加就业，主要目标是提高土地产出和收益。 林下养

牛是“亩产万元” 众多举措中的一项，试点正在积极推进中。 感谢您的关注！

10、昌江的红林农场是否属于海南橡胶所有?

答：不是。 感谢您的关注！

11、贵司有考虑进入旅游项目和房地产开发方面吗？

答：房地产目前没有规划。 以健康文旅为代表的现代综合服务业，是公司三大发展方向之一，未来将结合自贸港

和国际旅游岛建设的进程有序推进。 谢谢！

12、公司芒果园香蕉园火龙果果园，椰树林，黄花梨树，和槟榔树有多少亩?已经实施旅游开发的土地有多少亩?

答：您好，截至2019年底，公司累计完成1.6万亩椰子基地、1万亩芒果基地、0.3万亩福橙基地、0.2万亩槟榔种植

基地等建设。 旅游开发项目目前正在积极规划实施推进中，敬请关注公司公告。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13、上市以来一直亏损，股价一路下行，经营管理毫无起色，多少投资者被套，不知贵司领导有何想法！

答：公司股价与资本市场行情整体低迷和波动高度相关。 上市以来，橡胶价格一路下跌，近三年在行情持续低迷

的情况下，公司扣除非经损益后净利润逐年大幅提升。 谢谢！

14、公司和新希望合作养猪投产了吧，养猪符合国家政策，你们猪肉是不是只供应海南省？

答：没有合作，谢谢！

15、公司不搞赛马，不搞旅游项目，不搞地产，市值只会越来越少，甚至退市，1000亿永远是梦！ 不知道贵司高管

是否认同！

答：公司在致力于发展天然橡胶、非胶产业和以健康文旅为代表的现代综合服务业。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关于公司投资者说明会的详细情况请浏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本的“上证e访谈” 栏目。 在

此，公司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同时，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为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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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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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4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天诚大酒店8楼第二会议室（上海市徐家汇路58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47,67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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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5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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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王运丹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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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长王运丹出席了会议，其他董事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1人，公司职工监事唐兵出席了会议，其他监事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夏梅兴，公司财务总监陈文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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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425,034 99.9862 0 0.0000 253,216 0.0138

2、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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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371,434 99.9833 53,600 0.0029 253,216 0.0138

3、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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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425,034 99.9862 0 0.0000 253,216 0.0138

4、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7,425,034 99.9862 0 0.0000 253,216 0.0138

5、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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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678,134 99.9999 0 0.0000 116 0.0001

6、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2,519,384 97.7812 6,864,413 2.2187 116 0.0001

7、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0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6,686,489 99.4051 10,991,645 0.5948 116 0.0001

8、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注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7,678,134 99.9999 0 0.0000 116 0.0001

9、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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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7,371,334 99.9833 53,600 0.0029 253,316 0.0138

10、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7,543,830 99.9927 134,304 0.0072 116 0.0001

11、 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7,678,134 99.9999 0 0.0000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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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 年

度利润分配方

案

121,878,445 99.9999 0 0.0000 116 0.0001

6

公司关 于 2020

年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115,014,032 94.3677 6,864,413 5.6321 116 0.0002

7

公司关 于 2020

年对外担保的

议案

110,886,800 90.9813 10,991,645 9.0185 116 0.0002

9

公司关于聘用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2020年

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121,571,645 99.7481 53,600 0.0439 253,316 0.2080

10

公司关于调整董

事会成员的议案

121,744,141 99.8897 134,304 0.1101 116 0.00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6项议案《公司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第8项议案

《公司关于注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和第11项议案《〈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正案》为特别决议事

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黄夕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