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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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星期四）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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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9:30－11:30，13:00－15:

00；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1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沧园路1号华能紫金睿谷1号楼）。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吴永钢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0名， 代表公司股份

数量为613,389,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8.8161%。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612,071,7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8.7112%；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7名，代表公司股份

数量为1,31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049%。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以外的股东）7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318,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049%。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和衡律

师事务所郭恩颖律师、张明波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12,609,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728％；反对78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0.7967％；反

对7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9.2033％；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12,609,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728％；反对78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0.7967％；反

对7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9.2033％；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3、《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612,609,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728％；反对78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0.7967％；反

对7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9.2033％；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4、《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612,609,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728％；反对78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0.7967％；反

对7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9.2033％；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5、《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612,609,4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728％；反对78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27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3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0.7967％；反

对7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9.2033％；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6、《关于华能能交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88,767,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2136％；反对70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8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6.6161％；反

对7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3839％；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07,395股股份、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股份回避表决。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议案》；

同意88,767,9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2136％；反对70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78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6.6161％；反

对7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3839％；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

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07,395股股份、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股份回避表决。

8、《关于2020年度对子公司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612,686,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853％；反对70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1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6.6161％；反

对7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3839％；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12,686,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853％；反对703,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14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1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6.6161％；反

对70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3839％；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0％。

10、《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01�选举吴永钢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2,173,2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017％。

吴永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7011％。

10.02�选举温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温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10.03�选举张彤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张彤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10.04�选举石林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石林丛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10.05�选举王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王苏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10.06�选举尚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尚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11、《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01�选举刘朝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刘朝安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11.02�选举温素彬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温素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11.03�选举程德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程德俊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11.04�选举张骁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张骁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12、《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01�选举谭泽平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612,071,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51％；

谭泽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001％。

12.02�选举周拥军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612,09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93％；

周拥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1.95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郭恩颖律师、张明波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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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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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

知。

2、会议于2020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董事10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10人。

4、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永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批准了《关于选举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议案》；

1、选举吴永钢先生为公司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选举温立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批准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选举情况如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吴永钢先生为主任委员，温立先生、张彤先生、刘朝安先生、

温素彬先生为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提名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刘朝安先生为主任委员，石林丛女士为副主任委员，程德俊先生为

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程德俊先生为主任委员，尚涛先生为副主任委员，张骁先生

为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计委员会由三名董事组成，温素彬先生为主任委员，王苏先生为副主任委员，张骁先生为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长吴永钢先生提名，聘任张彤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九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

关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1、经总经理张彤先生提名，聘任尚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2、经总经理张彤先生提名，聘任管健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

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3、经总经理张彤先生提名，聘任任宝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

关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长吴永钢先生提名，聘任刘昭营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刘昭营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提名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同意。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相

关独立意见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对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批准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长吴永钢先生提名，聘任梁万锦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

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0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张彤，男，1970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华能内蒙古发电公司财务

部副经理，内蒙古电力（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证券部和内蒙华电董事会秘书授权代表，内蒙古蒙电华能

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华

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证券与股权管理部副经理、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张彤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尚涛，男，1977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新泰市高佐煤矿技术科井

下技术员，泰安鲁能泰山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技术员，山东鲁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主管、

主任，山东鲁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山东新能泰山西周矿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党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尚涛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管健，男，1966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经济员，曾任中国电子物资苏浙公司黑色金属处副

处长，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分公司销售经理、金属分销事业部武汉分公司经理，上

海华能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金属分销事业部采购中心副总

经理、总经理，销售中心总经理，金属贸易事业部副总经理、总经理，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党委委员。

管健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

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

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任宝玺，男，1965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曾任山东电力集团公司财务部机关财

务科副科长，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机关工作部机关财务科科长，山西鲁晋王曲发电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北

京鲁能煤业、煤化工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山东鲁能集团有限公司经营考核与审计部副总经理，山东鲁能

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东鲁能集团公司财务部撤并清欠工作小组组长，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总会计师、党委委员，华能泰山电力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现任本公司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

任宝玺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

职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昭营，男，1974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经济师。 曾任山东电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外贸处内勤、北京办事处项目经理，鲁能泰山电缆电器有限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副主任，山东新能泰山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规划部副经理、经理、证券部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济师。

刘昭营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

职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梁万锦，男，196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 曾任山东电缆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部主管，山东鲁能泰山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理，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副经

理、投资者关系部副经理（主持工作）。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与投资者关系部副主任（主持工作）、证券事

务代表。

梁万锦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单位没有任职，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

职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等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5-87730881

传 真： 025-87730829

电子邮箱：zqb@sz000720.com

办公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沧园路1号华能紫金睿谷1号楼

证券代码：

000720

证券简称：新能泰山 公告编号：

2020-022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公司于2020年5月11日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的通知。

2、会议于2020年5月21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3、应出席会议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4、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谭泽平先生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批准了《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谭泽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本议案获得通过。

附件：谭泽平先生个人简历

谭泽平，男，1964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曾任黑龙江华能发电公司财务部

副经理，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华能集团香港有限公司财务部副经理，中国华能集

团公司财务部稽核处副处长，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证券与股权部经理、副总会

计师。 现任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谭泽平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未持有公司股

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惩戒， 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以及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等情形， 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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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双增 抗疫扶贫

广汽集团高质量发展献礼“两会”

今年是我国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脱贫攻坚” 成为社会关注的焦

点。 本次全国两会又是在持续数

月的疫情防控攻坚战之后召开

的，也带给人们带来更多关注和

思考。

在此背景下，广汽集团在防

疫抗疫、复工复产、脱贫攻坚、大

湾区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发展等方面积极探索， 锐意进

取，以4月汽车产销双增长等高

质量发展业绩献礼全国两会，

为汽车行业、 社会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

生产防疫两不误

复工复产双增长

2020年开年以来，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席卷全国。 对

我国整体经济发展、企业发展都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疫情发生

后，广汽集团快速启动应急响应

机制，带领各下属企业纷纷开展

应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推进复工

复产和重点项目建设；并积极发

扬国企担当，捐资捐物支援社会

各界疫情防控，主动研究打造口

罩生产设备， 生产防疫物资，为

尽早战胜疫情贡献绵薄之力。

截至目前，广汽集团及下属

投资企业已经捐赠的防控疫情

资金和物资合计近3480万元。针

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

口罩紧缺的形势，广汽集团借助

制造优势和技术人才优势打造

生产口罩的设备和生产线，仅用

半个月时间即实现口罩生产，为

防控疫情贡献力量。 目前，广汽

集团口罩日产量约90万只，累计

产量近6000万只。所生产口罩由

广州市统筹， 优先支援医疗、公

交、出租车、地铁等防控疫情和

公共服务的一线人员使用。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

的支柱产业，我国汽车消费市场

连续两年出现下跌，加之新冠疫

情的蔓延，严重影响到中国汽车

产业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 各地相继出台了刺激汽

车消费的政策。 广汽集团积极

响应，携旗下各整车企业纷纷推

出形式多样的加码举措，为消费

者购车提供极大的优惠。 在各项

政策的推动下，广汽集团产销数

据全面回暖，4月产量17.91万辆，

同 比 增 长 7.11% ， 环 比 增 长

63.51%；销量16.63万辆，同比增长

6.10%，环比增长50.50%。五一假期

期间， 广汽集团七大整车品牌合

计到店客流量同比增长6%，线索

量同比增长19%， 订单量同比增

长20%，终端销量同比增长19%。

积极参与扶贫济困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目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

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广汽集团对

扶贫工作高度重视，一直以来以

“做优秀的企业公民” 为目标，

坚决贯彻国家坚决打赢脱贫攻

坚战部署要求。 广汽集团目前主

要承担广东、贵州、新疆、陕西4

省，梅州、毕节、喀什3市的产业

帮扶，清远连州、贵州毕节共8个

贫困村的结对帮扶以及广州市

从化区鳌头镇黄罗村乡村振兴

任务。 集团成立23年来，在扶贫

公益事业上累计投入超过28.5亿

元， 先后对口帮扶10条贫困村，

共帮助1133贫困户5287贫困人

口实现脱贫。 2019年获得中国全

面小康特别贡献奖。

接下来，广汽集团将进一步

发挥制造业企业优势，以企业管

理思维和“匠心” 精神打造具有

特色的“广汽扶贫模式” ，着力

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夯实

稳定脱贫基础， 提振贫困地区

发展能力， 培育贫困地区发展

优势，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全面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

务， 有效衔接脱贫攻坚和乡村

振兴工作。

修炼内功抢抓机遇

开创高质量发展新未来

广汽积极拥抱智能网联新

能源汽车发展趋势，利用粤港澳

湾区优势，围绕“互联、协同、控

制、服务” 四大维度，与合作伙伴

共同打造智能网联汽车大生态，

创造出行服务价值。广汽ADiGO

（智驾互联）生态系统，由广汽

主导、自主研发，腾讯、华为等多

个战略合作伙伴支持，集自动驾

驶系统、 智能物联系统于一身。

随着5G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商业

化运用，广汽集团也将基于5G通

信打造V2X智慧车联网， 同时，

打造面向智慧城市的智慧出行

服务体系。 2019年11月，由广汽

集团牵头建设的广东省智能网

联汽车创新中心正式成立，将打

造开放的创新平台，支撑产业良

性发展， 形成智联协同新模式，

助力大湾区建设发展。

面对我国汽车工业的新挑

战，广汽集团积极应对，稳增长、

提质量、增效率、促改革，抢抓机

遇、乘势而上。 2020年3月，经科

技部组织评审，广汽集团获批成

为2020年度“国家引才引智示范

基地（战略科技发展类）” 。在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的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2019年评价结

果中， 广汽集团名列全国第六、

汽车行业居首。 一直以来，广汽

集团以广汽研究院为主体推进

自主研发，努力建设“国内领先、

国际先进” 的汽车研发机构。 强

大的自主研发能力将成为广汽

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能，也将成

为广汽走向全球，助力中国“汽

车强国” 建设的关键。

站在“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

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面临更加复

杂的国内外环境，广汽集团将继

续坚持自主研发，全力发展自主

品牌， 谱写未来发展战略蓝图，

在2027年即集团成立30周年之

际，争取进入世界企业100强；在

2037年即集团成立40周年之际，

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

流企业，为中国汽车产业高质量

发展作出贡献，为实现“汽车强

国梦”不懈奋斗。

带着这些思考， 全国人大代

表、 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也在

本次全国两会带来了他的5个建

议， 围绕抗疫减负、 促进汽车消

费、新能源汽车产业、法律法规完

善、国企扶贫等话题而提出，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积极建言献策。

—CIS—

广汽加码购车优惠，广州“穗车购”上线力促汽车消费

广汽集团旗下9家整车企业积极

复工复产 广汽驻村干部通过电话及入户了解贫困户春耕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