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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864

证券简称：哈投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50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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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0

年6月24日以书面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

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程序及审议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规定要求，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赵洪波先生主持。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截止2020年

6月29日，共收回表决表9份，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热电厂转让燃气调峰锅炉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为优化资源配置，理顺资产运营管理关系，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公司拟将位于辽河、红旗示范、先锋

298、红旗新区等四小区内的5台燃气调峰锅炉转让给哈尔滨住宅新区供热物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住宅新区” ）,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为公司建设5台燃气锅炉的实际投资额36,271,360.76元。

2019年，为满足公司规划区域内的供热需求，保障极寒天气时调峰供热需要及供热安全，同时也响

应国家清洁能源供暖政策要求，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在规划供热区域

内建设了5台燃气锅炉作为调峰热源。 项目计划总投资4595.66万元，实际完成投资3627.14万元，共分别

建设了1×21MW、1×29MW、1×29MW、2×21MW� 5台燃气锅炉。 新建锅炉设备由公司热电厂负责

运营。

2020年，市政府对供热板块进行整合，供热区域重新调整，相关规划供热区域不再归属我公司供热

范围，5台燃气调峰锅炉对本公司热网的调峰作用以及对公司供热系统整体运行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保

障作用不再存在。 为优化资源配置，理顺该资产的经营管理关系，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公司拟将5台燃气

锅炉转让给该规划区域供热单位住宅新区。 本次资产转让价格为公司建设5台燃气锅炉的实际投资额

36,271,360.76元，投资额根据设备采购合同价款和施工费用经审计后的结算造价。 交易对方承诺以热

费及政府补贴资金支付燃气锅炉转让价款。

本次资产转让主要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理顺资产运营和管理关系，降低公司经营成本，有利于公

司经济效益的提高。 交易价格为相关资产的原始投资额，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投资者利益，对公司独立

性无影响，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积极影响。

住宅新区为公司控股股东哈尔滨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哈尔滨物业供热集团之全资

子公司，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公司与住宅新区的上述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

止，过去12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的标准。

该项关联交易关联董事赵洪波、胡晓萍、张宪军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该事项发表了审核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2020年经营层业绩考核责任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内部控制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哈尔滨哈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2020-069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收到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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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6月28日，共计收到政府补

助19,976,273.01元，占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91%，均与收益相关。 主要补助明细如下：

时间 单位 补助内容 金额（元） 与资产/收益相关 政府批文名称 拨款单位名称

2020年 4月 7

日

上海泰欣环境工程

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经济发展

财政扶持资金

9,259,916.53 与收益相关

《浦东新区“十三五” 期间安商

育商财政扶持的意见》（浦商委

投促字【2017】71号）

上海市浦东新

区世博地区开

发管理委员会

2020年1-6月

武汉光谷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芜湖

分公司、 麻城大别

山分公司

烟气脱硫及石膏业

务增值税退税

2,903,632.32 与收益相关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

税优惠目录 》 的通知 （财税

【2015】78号）

所在地主管国

家税务局

2020年5月27

日

武汉光谷加速器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生物诊疗制剂及服

务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区域集聚试点

项目专项资金

2,000,000.00 与收益相关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关于转发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

局下达生物诊疗制剂及服务产业

区 域 集 聚 发 展 试 点 项 目

2015-2016年度资金计划的通

知》（武新管财【2017】4号）

武汉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管理

委员会

2020年5月22

日

宜都九州方园新材

料有限公司

拨付财政专项资金 1,536,400.00 与收益相关

《市财政局关于拨付财政专项资

金的通知》 都财预发【2020】36

号

宜都市财政局

2020年1月20

日

湖北省路桥集团天

夏建设有限公司

企业扶持资金 1,480,000.00 与收益相关

新洲区企业发展扶持政策（新洲

区新财源办【2019】2号）

新洲区邾城街

道办事处财政

所

2020年4月17

日

合肥东湖高新投资

有限公司

孵化器培育高企奖

补

600,000.00 与收益相关

《关于印发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

扶持产业发展系列政策的通知》

（合经区管 【2019】61号）、《关

于印发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推进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实施

细则的通知》（合经区科【2019】

7号）

合肥经济技术

开发区科学技

术局

2020年 5月 9

日

武汉市阳逻污水处

理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业务增值

税退税

286,392.13 与收益相关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

税 优惠 目录 》 的通知 (财 税

【2015】78号)

武汉市新洲区

国家税务局

2020年5月28

日

长沙珞瑜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分布式光伏

发电补贴

187,673.00 与收益相关

长沙市能源局、长沙市财政局 (长

能源【2016】41号)

长沙 市 能 源

局、 长沙市财

政局

2020年1-6月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其他小额补助共计

130笔

1,722,259.03 与收益相关

合计 19,976,273.01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依据《企业会计准则16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将上述与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合计金额

19,976,273.01元。上述政府补助的取得将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编号：临

2020-07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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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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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479）。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可

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即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

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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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20-071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议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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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7月2日

3、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33 东湖高新 2020/6/24

二、 取消议案的情况说明

1、取消议案名称

序号 议案名称

4

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拟为联营企业湖北鸿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差额补足承

诺函的议案

2、取消议案原因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1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拟为联营企业湖北鸿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差额补足承诺函的议案》等

事项，并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于2020年6月17日发出《关于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

因本次事项银行审批过程中，差额补足要素尚存在不确定性，现决定取消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关于

全资子公司湖北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拟为联营企业湖北鸿盛工程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差额补足承诺函的议案》的审议，待

相关事项确定后，另行安排时间提交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三、 除了上述取消议案外，于2020年6月1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取消议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 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7月2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1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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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

至2020年7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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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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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南治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3 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2、3已经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3经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4已经第

九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详见2020年6月6日、6月17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

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4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30日

●报备文件

（一）股东大会召集人取消议案的有关文件。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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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南治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2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3 关于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

4 关于使用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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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02

证券简称：舍得酒业 公告编号：

2020-039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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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艺术中心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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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3,879,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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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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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公司董事长刘力先

生因工作原因不能出席主持会议，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李强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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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李强先生、蒲吉洲先生、张绍平先生、张生先生均因疫情

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刘力先生，独立董事陈刚先生、宋之杰先生均因工作原因未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其中非职工代表监事高彦龄女士、李健先生、职工监事朱应才先生

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强先生因疫情防控原因以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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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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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9,365 100.00 0 0.00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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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9,365 100.00 0 0.00 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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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9,365 100.00 0 0.00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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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9,365 100.00 0 0.00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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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879,365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

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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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879,365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3,879,365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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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23,108,597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

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的

议案》

23,108,597 100.00 0 0.00 0 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波、王宏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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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得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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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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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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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珠海市昌盛路155号公司9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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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8,69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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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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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局，董事局主席李光宁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董事局主席提议并经董事局半数以上董事同意，推举陈茵副主席主持本次股

东大会。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局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4人，出席3人，董事李光宁、郭凌勇、汤建军、刘亚非、刘克、俞卫国，独立董事陈世

敏、江华、谭劲松、张利国、张学兵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张葵红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局秘书侯贵明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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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295,705 67.3964 22,391,929 32.5977 4,000 0.0059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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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14,783 92.4636 5,052,851 7.3558 124,000 0.1806

3、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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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546,183 92.5093 5,141,451 7.4848 4,000 0.0059

4、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向香港华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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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99,283 91.1308 6,088,351 8.8633 4,000 0.0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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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关于续签《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46,295,705 67.3964 22,391,929 32.5977 4,000 0.0059

2

关于公司开展购房尾

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63,514,783 92.4636 5,052,851 7.3558 124,000 0.1806

3

关于子公司向关联方

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63,546,183 92.5093 5,141,451 7.4848 4,000 0.0059

4

关于子公司向香港华

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62,599,283 91.1308 6,088,351 8.8633 4,000 0.00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2、3、4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珠海华发集团有限公司、珠海华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合计603,256,363股。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恒益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卫、吴肇棕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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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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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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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搬迁补偿款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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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搬迁补偿情况介绍

根据济宁市城市建设规划需要，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自2015年8月起陆

续实施了“退城进园”搬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

《济宁市城区工业企业退城进园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济宁市国土资源管理局（以下简称“济宁市国

土局” ）收回了公司两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为政府储备土地，该事项已经2018年2月26日公司第八

届董亊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签署了《济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 具体内容详见

2018年2月27日和2018年2月28日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上的公告。

根据双方签订的《济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济宁市国土局收回两宗地块的补偿费用

合计人民币48397万元，包括但不限于土地使用权补偿费，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

施的补偿费，因收储而发生的其他相关费用，以及市政府对企业实施“退城” 的奖励等。

二、土地交付及收到搬迁补偿款的相关情况

截至目前，根据公司与济宁市国土局签订的《济宁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回合同》，相关土地等

资产已交付完毕，公司已收到上述两宗地块全部相关补偿款，公司收到搬迁补偿款的具体情况为：

（1）2018年2月26日，公司收到济宁市土地储备中心拨付的该两宗土地包干补偿费的20%，即玖仟

陆佰染拾玖万元（￥9679万元）。

（2）2019年11月1日，公司收到济宁市土地储备中心拨付的该两宗土地包干补偿费的50%，即贰亿

肆仟壹佰玖拾玖万元（￥24199万元）。

（3）2020年6月29日， 公司收到济宁市土地储备中心拨付的该两宗土地包干补偿费壹亿叁仟柒佰

柒拾肆万柒仟捌佰陆拾壹元（13774.7861万元）（依据济宁市“退城进园” 政策规定和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收回合同的约定，土地包干补偿费总额48397万元，前期已收到33878万元，剩余土地包干补偿费

14519万元核定扣除已付款融资利息及测绘评估、详细规划、土地平整等收储土地所需费用之后的金额

为最后一笔包干补偿费13774.7861万元）。

对于上述（1）（2）项搬迁补偿款，公司在2018年2月28日披露的《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政府收储部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 中说明了该款项的会计处理方法：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规定，公司因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预算直接拨付的

搬迁补偿款，作为专项应付款进行处理。 其中，属于对公司在搬迁和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

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停工损失及搬迁后拟新建资产进行补偿的，自专项应付款转入递延收益，并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进行会计处理。公司取得的搬迁补偿款扣除转入递延收益的

金额后如有结余的，作为资本公积进行处理。 ”公司收到上述（1）（2）项搬迁补偿款时计入专项应付款

科目核算。

现根据新《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及其应用指南的规定，公司收到的搬迁补偿款在处

置完成年度计入资产处置收益，需对上述（1）（2）项搬迁补偿款原会计处理方法予以调整。 因此上述

（1）（2）（3）项搬迁补偿款在处置年度扣除相关成本及费用支出后计入资产处置收益。 上述会计处理

方法调整不存在追溯调整情况，本次处置土地、房屋等资产所获得相关全部补偿款扣除处置成本后预计

将会增加公司2020年利润总额2.08亿元。 最终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

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鲁抗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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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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95号盘江集团总部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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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89,71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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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8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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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易国晶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进行投票。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贵州

道援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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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董事刘碧雁先生和独立董事李昕先生分别由于工作原因和疫情原因未

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桑增林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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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3,388 99.9424 684,900 0.0576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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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3,688 99.9424 684,600 0.0576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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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3,388 99.9424 684,900 0.0576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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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986,788 99.9385 731,500 0.0615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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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8,987,088 99.9385 731,200 0.061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三供一业”供电改造资产移交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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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1,788 99.9422 686,500 0.0578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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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1,488 99.9422 686,800 0.0578 0 0.0000

8、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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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9,188 99.9429 679,100 0.0571 0 0.0000

9、 议案名称：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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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9,188 99.9429 679,100 0.057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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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88,288 99.7028 679,400 0.2972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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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8,888 99.9428 679,400 0.0572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受让贵州盘南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54.9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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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83,088 99.7006 684,600 0.2994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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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88,288 99.7028 679,400 0.2972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受让股权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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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83,088 99.7006 684,600 0.2994 0 0.0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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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1,788 99.9422 686,500 0.0578 0 0.0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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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9,031,788 99.9422 686,500 0.0578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7、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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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 易国晶先生 1,188,773,753 99.9206 是

17.02 朱家道先生 1,188,767,753 99.9201 是

17.03 刘碧雁先生 1,188,767,753 99.9201 是

17.04 简永红先生 1,188,767,753 99.9201 是

17.05 杨世梁先生 1,188,767,753 99.9201 是

17.06 徐建国先生 1,188,767,753 99.9201 是

18、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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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1 刘宗义先生 1,188,832,696 99.9255 是

18.02 赵敏女士 1,188,832,696 99.9255 是

18.03 李学刚先生 1,188,820,096 99.9245 是

19、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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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赖远忠先生 1,188,732,250 99.9171 是

19.02 付洪先生 1,188,732,050 99.9171 是

19.03 刘志来先生 1,188,832,496 99.9255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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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三供一业” 供电

改造资产移交的议案

36,008,535 98.1291 686,500 1.8709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2019年

度薪酬的议案

36,008,235 98.1283 686,800 1.8717 0 0.0000

8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36,015,935 98.1493 679,100 1.8507 0 0.0000

10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36,015,635 98.1485 679,400 1.8515 0 0.0000

11

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36,015,635 98.1485 679,400 1.8515 0 0.0000

12

关于受让贵州盘南煤

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4.90%股权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36,010,435 98.1343 684,600 1.8657 0 0.0000

13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

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

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36,015,635 98.1485 679,400 1.8515 0 0.0000

14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受让股权相关

事宜的议案

36,010,435 98.1343 684,600 1.8657 0 0.0000

15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36,008,535 98.1291 686,500 1.8709 0 0.0000

16

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36,008,535 98.1291 686,500 1.8709 0 0.0000

17.01 易国晶先生 35,750,500 97.4259

17.02 朱家道先生 35,744,500 97.4096

17.03 刘碧雁先生 35,744,500 97.4096

17.04 简永红先生 35,744,500 97.4096

17.05 杨世梁先生 35,744,500 97.4096

17.06 徐建国先生 35,744,500 97.4096

18.01 刘宗义先生 35,809,443 97.5866

18.02 赵敏女士 35,809,443 97.5866

18.03 李学刚先生 35,796,843 97.5522

19.01 赖远忠先生 35,708,997 97.3128

19.02 付洪先生 35,708,797 97.3123

19.03 刘志来先生 35,809,243 97.586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中，议案10、12－14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为961,050,600股，回避表决；议案15、16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贵州道援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健、王健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及会议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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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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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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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下午在贵

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95号盘江集团总部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

会议董事8人，董事刘碧雁先生由于工作原因委托董事简永红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参会董事一

致推举董事易国晶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董事经过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根据公司控股股东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推荐意见，选举易国晶先生为公司第六

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朱家道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董事长、副董事长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相同，均为三年。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成员为易国晶、刘碧雁、李学刚，其中易国晶为召集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成员为李学刚、刘宗义、朱家道，其中李学刚为召集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为赵敏、刘宗义、易国晶，其中

赵敏为召集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刘宗义、赵敏、朱家道，其中刘宗义为召集人。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均为三年。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

公告（临2020-033）。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易国晶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朱家道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公司

公告（临2020-033）。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朱家道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再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同意聘任杨凤翔先生、尹翔先生、梁玉柱先生、麻竹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桑增林先生为

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任期均为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易国晶先生提名，会议同意聘任桑增林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聘任梁东平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三年。

七、《关于调整公司管理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立运销处，负责组织公司煤炭产品销售等业务，同意公司按照国家

监察体制改革要求，撤销监察处。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附：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

1、公司董事会秘书桑增林先生简历：桑增林，男，汉族，1977年6月生，贵州盘县人，1997年7月参加工作，

大学学历，200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会计师。 历任盘江煤电集团公司火铺矿财务科会计员、副科长、

科长；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科长、副主任；贵州盘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副部

长、产权管理处副处长。 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2、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梁东平先生简历：梁东平，男，布依族，1973年12月生，贵州兴仁县人，辽宁工程技术

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投资经济专业毕业，1998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贵州盘江精煤

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事务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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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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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下午在贵

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95号盘江集团总部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详见公告临2020-032），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易国晶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朱家道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朱家道先生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其任职提名程序合法合规，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聘任朱家道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朱家道先生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再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总

工程师，同意聘任杨凤翔先生、尹翔先生、梁玉柱先生、麻竹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桑增林先生为

公司财务负责人（总会计师），任期均为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员均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 其任职提名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同意董事会对其所任职务的聘

任。

上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9日

附：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朱家道先生简历：朱家道，男，汉族，1970年4月生，贵州盘县人，1990年8月参加工作，大专学历，2012年

1月毕业于贵州大学煤矿开采技术专业 （原中专学历，1990年7月毕业于贵阳煤炭工业学校地下采煤专业），

硕士学位 （2014年6月取得中国矿业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1999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工程师。 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工作简历：

1988.10—1990.07� �贵阳煤炭工业学校地下采煤专业学习

1990.07—1990.08� �待分配

1990.08—1999.03�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采煤三区、采煤四区、

采煤二区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1999.03—2000.05�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采煤二区副区长

2000.05—2000.08�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采煤二区代理区长

2000.08—2004.08�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采煤二区区长

2004.08—2005.01�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副总工程师兼采煤四区区长

2005.01—2009.09�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土城矿副矿长

2009.09—2010.03�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部副处级干部

2010.03—2012.12�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月亮田矿矿长

2012.12—2013.02�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土城矿矿长2013.02—2013.09� �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

限公司土城矿副矿

长（主持行政工作）

2013.09—2015.09�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土城矿矿长

2015.09—2016.08�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火铺矿党委书记、矿长

2016.08—2017.01�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2017.01—2017.03�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主持经理班子工作

2017.03—2019.07�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主持经理班子工作

2019.07—2019.08�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副总经理主持经理班子工作

2019.08—至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2、徐再刚先生简历：徐再刚，男，汉族，1968年5月生，贵州遵义人，1988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1988年

7月毕业于重庆大学采矿工程专业，硕士学位（2006年6月取得贵州大学工程硕士学位，2014年6月取得贵州

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高级工程师，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工作简历:

1984.09—1988.07� �重庆大学采矿系采矿工程专业学习

1988.07—1992.09�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采四区技术员

1992.09—1993.01�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采煤二区副区长

1993.01—1994.01�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采煤三区区长（副科级）

1994.01—1994.09�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洒基采煤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兼工会副主席（副科级）

1994.09—1996.03�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洒基采掘队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副科级）

1996.03—1996.06�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洒基采掘队队长

1996.06—1999.03�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通风区副区长

1999.03—1999.10�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副总工程师

1999.10—2000.05�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副总工程师兼通风区区长

2000.05—2007.03�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总工程师

2007.03—2009.09�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土城矿矿长

2009.09—2010.03�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管理部负责人

2010.03—2011.01� �贵州松河煤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1.01—2016.09� �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16.09—2017.09� � 盘江控股组织人事部中

层正职级干部

2017.09—2018.11� �贵州盘江采矿工程技术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技术总监

2018.11—至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3、杨凤翔先生简历：杨凤翔，男，1965年2月生，河北滦南人，1987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2005年4月毕

业于贵州省委党校法律专业 (原大专学历，1987年7月毕业于贵阳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1996年5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政工师，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工作简历：

1984.09—1987.07� �贵阳师范专科学校英语系英语专业学习

1987.07—1991.12� �盘江矿务局机关学校教师

1991.12—1999.05� �盘江矿务局火铺矿工会干事、运销科一般干部，运销处一般干部

1999.05—2000.07�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处科长

2000.07—2008.11�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运销处副处长

2008.11—2010.01�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2010.01—2014.05� �贵州水红铁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副书记

2014.05—2014.07�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中层正职级干部

2014.07—2019.01�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9.01—2019.07�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19.07—2020.03�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盘江销售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2020.03—至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4、尹翔先生简历：尹翔，男，汉族，1966年8月生，贵州盘县人，1987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2011年1月

毕业于贵州大学采矿工程专业 （原中专学历，1987年7月毕业于贵阳煤炭工业学校地下采煤专业），1995年6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工程师，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

事长。 工作简历：

1984.10—1987.07� �贵阳煤炭工业学校地下采煤专业学习

1987.07—1996.03�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采三区、通风区、采四区、采二区、开拓一区、洒基开拓队技术员

1996.03—1997.03�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洒基开拓队副队长

1997.03—1999.03� �盘江矿务局土城矿洒基采区副区长

1999.03—1999.07�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采煤四区副区长

1999.07—2000.05�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采四区区长

2000.05—2000.09�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采四区党支部书记

2000.09—2003.06�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土城矿采三区区长

2003.06—2004.02�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土城矿副总工程师兼采三区区长

2004.02—2004.12�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土城矿副矿长

2004.12—2008.01� �盘江煤电集团新井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

2008.01—2008.06� �盘江煤电集团新井开发有限公司副经理(主持行政工作)

2008.06—2008.12�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管理部副主任

2008.12—2011.11� �松河煤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2011.11—2012.12� �贵州盘江威宁项目组组长

2012.12—2016.10�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月亮田矿矿长

2016.10—2019.12�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9.12—至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贵州首黔资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5、梁玉柱先生简历：梁玉柱，男，汉族，1968年2月生，贵州绥阳人，1989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1989年

7月毕业于贵州工学院采矿专业， 硕士学位（2011年12月取得贵州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199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工程师，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贵州盘江恒普煤业有限

公司董事长、贵州盘江马依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工作简历：

1985.09—1989.07� �贵州工学院采矿系采矿工程专业学习

1989.07—1996.02� �盘江矿务局火铺矿采煤二区、总工室、开拓区、改扩建工区助理工程师、工程师

1996.02—1997.01� �盘江矿务局火铺矿开拓区技术主管兼副区长

1997.01—1998.01� �盘江矿务局火铺矿采煤三区技术主管兼副区长

1998.01—2001.06�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火铺矿生产副总工程师

2001.06—2004.05�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安监局总工程师

2004.05—2005.07�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新井开发公司总工程师

2005.07—2007.06�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山脚树矿总工程师

2007.06—2008.01�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管理部副主任

2008.01—2008.12�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改革与发展办公室副主任

2008.12—2014.01� �贵州盘江恒普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4.01—2016.10� �贵州盘江恒普煤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2016.10—2017.01�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7.01—2017.0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贵州盘江恒普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7.04—至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贵州盘江恒普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贵州盘江马依

煤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6、桑增林先生简历：桑增林，男，1977年6月生，贵州盘县人，1997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2015年1月毕

业于贵州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原中专学历，1997年7月毕业于贵州省贸易经济学校财务会计专业），200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会计师，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工作简历：

1994.09—1997.07� �贵州省贸易经济学校财务会计专业学习

1997.07—2005.08� �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火铺矿工资科实习生、会计员，财务科会计员、助理会计

师

2005.08—2008.07�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火铺矿劳动和社会保险科副科长

2008.07—2011.01� �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火铺矿财务科副科长

2011.01—2011.07�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火铺矿财务科科长

2011.07—2013.07�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副主任

2013.07—2016.10� �盘江投资控股公司财务部副部长、产权处副处长

2016.10至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

7、麻竹林先生简历：麻竹林，男，汉族，1970年1月生，贵州遵义人。1991年7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1991年

6月毕业于湘潭矿业学院通风与安全专业，硕士学位（2013年12月取得贵州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199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工程师，现任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工作简历：

1987.09—1991.06� �湘潭矿业学院采矿工程系矿山通风与安全专业学习

1991.06—1991.07� �待分配

1991.07—1997.12� �盘江矿务局老屋基矿通风区实习、助理工程师、副队长、队长

1997.12—2003.01�盘江矿务局老屋基矿通风区副区长

2003.01—2003.01�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老屋基矿通风副总工程师

2003.01—2003.07�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老屋基矿北三采区区长

2003.07—2003.12�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老屋基矿调度室主任

2003.12—2005.03�盘江煤电（集团）有限公司老屋基矿通风副总工程师

2005.03—2006.02�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矿井通风部副主任工程师

2006.02—2009.08�贵州盘江煤电有限责任公司矿井通风部副主任

2009.08—2010.03�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驻山脚树矿安监处副处长、山脚树矿副矿长

2010.03—2013.10�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矿井通风部主任

2013.10—2017.11�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安监局局长

2017.11—2019.08�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安监局局长

2019.08—至今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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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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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6月29日下午在贵

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林城西路95号盘江集团总部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召开。 应参加会议监事5人，实际参加

会议监事5人，参会监事一致推举监事赖远忠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

法有效。

出席会议的监事经过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监事会选举赖远忠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相同，均为三年。

特此公告。

贵州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