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

600810

股票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24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十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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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15日以书面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通

知，于2020年5月19日在公司东配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6人，独立董事董超先生、赵静女士、

赵海鹏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与表决，公司5名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刘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董超先生、赵静女士、赵海鹏先生对本项议案均表示同意。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临时公告：临2020-025）。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简历：

刘冰先生，1963年生，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历任神马实业办公室主任、尼龙化工公司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党委书记、神马帘子布公司党委书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纪委副书记，现任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国际

贸易公司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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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1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6月12日 10点 00分

召开地点：公司北一楼会议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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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至2020年6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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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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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财务报告预算报告 √

4 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 √

5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

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

本次股东大会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2020年4月10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6、7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810 神马股份 2020/6/3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1、股东类别：A股股东

2、登记方式：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

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卡和股票交易交割单到公司办理登记；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附后）、法人股东账户卡和股票交

易交割单到公司办理登记。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股票交易交割单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个人股东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

书附后）。

外地股东可通过信函、传真方式登记。

3、登记时间：2020年6月10日—11日

上午8：30———11：30�下午3：30———6：00

4、登记地点：公司北大门（平顶山市建设路中段63号）

六、 其他事项

联系人：范维 陈立伟

联系电话：0375—3921231

传真：0375—3921500

邮编：467000

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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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财务报告预

算报告

4 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方案

5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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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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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 � � � 公告编号：

2020-036)。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根据相关规定，现发布关

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05月22日（周五）下午14:5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05月22日交易

时间， 即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05月22日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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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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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05月15日

7、出席对象：

（1） 股权登记日2020年05月1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海口市美兰区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农信楼12楼公司1216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审议《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2020年3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和2020年04月29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

于2020年03月31日和2020年04月3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的 《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2）、

《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23）和《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1）。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编码一览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5月19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7：30。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1）个人股股东持身份证、持股证明、证券账户卡；授权代理人持身份证、持股凭证、个人股股

东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股东持证券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或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将以上材料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会上若有股东发言，请于2020年05月19日下午17：30前，将发言提纲提交公司证券部。

5、会议联系人：王海玲、杨欣

电 话：0898－68581213、68585243

传 真：0898－68585243

邮 编：570203

6、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参加会议股东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7、鉴于疫情影响尚未完全解除，在防控期间建议各股东尽量通 过网络等非现场方式投票。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可以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具体

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3、第九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5月1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735。

2、投票简称：罗牛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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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

过应选人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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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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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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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05月22日（周五）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05月22日（周五）0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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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身份证号： ）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罗牛山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

提案

1.00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4.00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6.00 《关于聘任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注：1、请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并在相应栏内划“√” ，如无任何指示，受托人可自行酌情投票

或放弃投票。 2、法人股股东授权需要加盖单位公章和法定代表人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东账号：

本授权委托书有效期至罗牛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结束。

委托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600104

证券简称：上汽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20-020

债券代码：

155709

债券简称：

19

上汽

01

债券代码：

155847

债券简称：

19

上汽

02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11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6月11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培训中心（虹口区同嘉路79号）3号楼3楼报告厅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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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至2020年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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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6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7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并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

议案

√

8 关于为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9 关于环球车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0

关于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华域科尔本施密特铝技术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

11

关于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

12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财务审计机

构的议案

√

13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内控审计机

构的议案

√

14 关于公司董事参与激励基金计划的议案 √

1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会议的提案已经公司七届董事会第八次、第十次、第十一次会议和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2019年10月31日、2020年4月14日、2020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15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

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04 上汽集团 2020/6/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和委托

人股东账户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2、现场参会登记时间：2020年 6月8日（周一）9：00—16：00

3、登记地点：长宁区东诸安浜路 165�弄 29�号 4�楼 “立信维一软件”（纺发大楼）靠近江苏路

轨道交通：轨道交通 2、11�号线江苏路站3�号口出

公路交通：临近公交车有 01�路、62�路、562�路、923�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925�路

4、联系办法：

电话：021-52383315

传真：021-52383305

联系人：欧阳女士

六、其他事项

1.�结合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安排，建议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提前抵达会场，配合做好参会

登记、体温检测、出示“随申码” 等相关防疫工作，体温正常者可进入会场；鉴于公司股东大会现场属于密闭空

间且人流较为密集，参会人员全程佩戴口罩并保持必要的座次距离。 公司鼓励股东及委托代理人优先通过网

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参会人员的防疫用品、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1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7

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并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8 关于为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9

关于环球车享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10

关于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为华域科尔本施密特铝技

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关于华域汽车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为其控股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2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3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

司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4 关于公司董事参与激励基金计划的议案

1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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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代码：

600028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

2020-19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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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简称“股东年会” 或“会议” ）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年会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北沙滩3号北京胜利饭店

(三)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人） 135

其中：A股 132

H股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666,311,243

其中：A股 83,861,202,730

H股 12,805,108,513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权出席会议并表决的股份总数的

比例（%）

79.842525

其中：A股 69.266015

H股 10.576510

(四)�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股东年会由中国石化董事会

（简称“董事会” ）召集，由董事长张玉卓先生主持。 股东年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及

中国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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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3人，董事长张玉卓先生，董事马永生先生、喻宝才先生出席了会议；

疫情期间，出于减少人员聚集的考虑，董事凌逸群先生、李勇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汤敏先生、樊纲

先生、蔡洪滨先生、吴嘉宁先生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8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赵东先生，监事蒋振盈先生出席了会议；疫情期间，

出于减少人员聚集的考虑，职工代表监事孙焕泉先生、俞仁明先生、李德芳先生，监事杨昌江先生、

张保龙先生、邹惠平先生未出席会议。

3、 财务总监寿东华女士列席了会议。

4、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黄文生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国石化《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858,829,233 99.998287 1,436,600 0.001713

H股 12,763,826,088 99.784951 27,507,625 0.215049

合计： 96,622,655,321 99.970053 28,944,225 0.029947

2、议案名称：中国石化《2019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858,821,333 99.998277 1,444,500 0.001723

H股 12,763,805,888 99.784793 27,527,825 0.215207

合计： 96,622,627,221 99.970024 28,972,325 0.029976

3、议案名称：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858,849,633 99.998312 1,415,800 0.001688

H股 12,764,144,188 99.787438 27,189,525 0.212562

合计： 96,622,993,821 99.970404 28,605,325 0.029596

4、议案名称：中国石化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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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860,457,330 99.999282 601,800 0.000718

H股 12,802,877,453 99.982577 2,231,060 0.017423

合计： 96,663,334,783 99.997069 2,832,860 0.002931

5、议案名称：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2020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860,456,330 99.999281 602,800 0.000719

H股 12,802,547,553 99.980000 2,560,960 0.020000

合计： 96,663,003,883 99.996727 3,163,760 0.00327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为中国石化2020年度外部审计师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855,786,744 99.993547 5,411,786 0.006453

H股 12,686,412,498 99.073212 118,676,015 0.926788

合计： 96,542,199,242 99.871633 124,087,801 0.128367

7、议案名称：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75,425,968 99.781179 183,501,262 0.218821

H股 3,031,868,965 27.684493 7,919,637,124 72.315507

合计： 86,707,294,933 91.453326 8,103,138,386 8.546674

8、议案名称：给予中国石化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619,908,321 99.714816 239,152,709 0.285184

H股 2,392,181,069 21.842652 8,559,699,020 78.157348

合计： 86,012,089,390 90.719582 8,798,851,729 9.280418

9、议案名称：选举刘宏斌先生为公司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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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848,891,400 99.985576 12,096,230 0.014424

H股 12,230,909,336 95.515859 574,199,177 4.484141

合计： 96,079,800,736 99.393484 586,295,407 0.606516

10、议案名称：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3,842,786,114 99.978208 18,274,716 0.021792

H股 12,035,736,425 94.023034 765,101,688 5.976966

合计： 95,878,522,539 99.189571 783,376,404 0.81042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中国石化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151,229,937 99.947753 601,800 0.052247

6

关于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

事务所为中国石化2020年度外部审计师

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

1,146,559,351 99.530215 5,411,786 0.469785

9

选举刘宏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执

行董事的议案

1,139,664,007 98.949761 12,096,230 1.05023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7项和第8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分别获得出席股东年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股东年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许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和中国石化《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根据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 公司的H股证券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被委任为股东年会

的点票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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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决议；

2、 经见证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38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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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宝山区富锦路885号 宝钢技术中心1号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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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60,476,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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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8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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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谢荣先生担任会议主席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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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1人，其他9位董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1人，其他5位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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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6,519,511 99.9708 674,200 0.0049 3,282,597 0.0243

2、 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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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6,676,111 99.9719 519,800 0.0038 3,280,397 0.0243

3、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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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6,519,511 99.9708 767,200 0.0056 3,189,597 0.0236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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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6,519,511 99.9708 767,200 0.0056 3,189,597 0.0236

5、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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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9,814,008 99.9951 660,100 0.0048 2,200 0.0001

6、 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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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9,780,808 99.9948 693,300 0.0051 2,200 0.0001

7、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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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6,578,350 68.7052 366,939,602 14.0325 451,390,529 17.2623

8、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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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55,105,908 99.9603 5,368,200 0.0395 2,200 0.0002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为2020年度独立会计师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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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20,374,441 99.7042 25,406,322 0.1873 14,695,545 0.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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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

案

2,614,246,181 99.9746 660,100

0.025

2

2,200 0.0002

6

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执行情况报告

2,614,212,981 99.9734 693,300

0.026

5

2,200 0.0001

7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796,578,350 68.7052

366,939,

602

14.03

25

451,390,

529

17.262

3

9

关于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

务所为2020年度独立会计师

及内控审计师的议案

2,574,806,614 98.4664

25,406,

322

0.971

5

14,695,

545

0.56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7项《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

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7,963,395,355股;武钢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量为2,982,172,472股，已回避表决该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方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楼伟亮、丛大林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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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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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019

证券简称：宝钢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39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管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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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周建峰先生、副总经理储双杰先生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因工作另有安排，周建峰先生向董事会提出辞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职务以及在第七届董事会中的

其他职务。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周建峰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2.储双杰先生因工作另有安排，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周建峰先生、储双杰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宝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A

股代码：

600015 A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

2020

—

28

优先股代码：

360020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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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2020年5月18日。 会议

应发出通讯表决票11份，实际发出通讯表决票11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11份，会

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 《关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高级管理层及其成员2019

年度履职评价情况的报告》。

监事会对本行6名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履职评价结果均为称职。

表决结果：赞成11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000001

证券简称：平安银行 公告编号：

2020-020

优先股代码：

140002

优先股简称：平银优

0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准发行

小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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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于近日收到《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平安银

行发行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券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295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准

予行政许可决定书》（银市场许准予字〔2020〕第79号），同意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

场公开发行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的金融债券，募集资金专项用于发放小微企业贷款。

本行将按照《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做好本次

债券发行管理及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061

证券简称：国投资本 公告编号

:2020-036

国投资本关于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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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期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请做好国投资本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

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 ）。

公司同相关中介机构就《告知函》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就相关问题进

行了说明和回复，现根据相关要求对《告知函》的回复进行公开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同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告知函的回复》。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

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投资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25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9

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已于2020年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公司将于2020

年5月25日（星期一）15:00-17:00举行2019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进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互动交流。

参与方式一：投资者可登陆

“https://www.irlianmeng.com/IR/index.php/Index/explainDetail?id=1300”

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黑猫股份投资者关系” 微信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公司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兼总经理魏明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段明

焰先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毅先生、独立董事符念平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瀚蓝环境 股票代码：

600323

编号：临

2020

—

038

债券简称：

16

瀚蓝

01

债券代码：

136797

转债简称：瀚蓝转债 转债代码：

110069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六

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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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5月15日-18日发行了2020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

券，相关发行情况如下：

债券名称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第六期超短期融资券

债券简称 20瀚蓝环境SCP006 债券代码 012001822

债券期限 90日 计息方式 固定利率，到期一次还本付息

起息日 2020年5月19日 兑付日 2020年8月17日

计划发行总额 5亿元 实际发行总额 5亿元

发行利率 1.8%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面值

主承销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本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和

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刊登。

特此公告。

瀚蓝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821

证券简称：京山轻机 公告编号：

2020-21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

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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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2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0〕第6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问询函的相关问题做出书面说明，

并在2020年5月19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收到问询函后，公司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及外部中介机构对问询函中涉及

的问题进行回复。 由于此次问询函回复涉及内容较多，且部分内容需要外部中介机构发

表意见，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将延期至2020年5月26日前回复问询函。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京山轻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0068

股票简称：葛洲坝 编号：临

2020-038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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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 2018年8月31日、2018

年10月2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 （临时）和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银行间市场注册发行债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申请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额度不超过

100亿元。经交易商协会核准，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为30亿元，注册

额度自注册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年内有效。

2020年5月18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工作，具体情况如

下：本期债券发行规模15亿元，起息日为2020年 5月18日。 本期发行的超短期融资券期

限为180日，债券简称为20葛洲坝SCP002，债券代码为012001299，每张面值100元，票面

利率为1.40%。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主承销商，通过簿记建档、集中配

售的方式在全国银行间市场公开发行。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到期债务。

本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的有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和上海清算所网站上公告，网址

分别为www.chinamoney.com.cn和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600030

公告编号：临

2020-044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专业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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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

发的 《关于同意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

（证监许可[2020]892号，以下简称“批复” ）。 根据该批复，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面值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00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获得核准。 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

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12个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同意注册之

日起24个月内完成。

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注册文件的要求， 根据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Disclosure�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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