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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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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16日在上

海浦东新区浦东南路360号新上海国际大厦27层会议室召开。 现将本次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7月10日以专人送达、 电子通讯等方式向全体董事、

监事发出。 会议于2020年7月16日在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南路360号新上海国际大厦27层会议室召开。 会

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董事9名，监事、部分拟任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列席了会议。 经全体董事共同推

举，会议由曾超林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曾超林先生为公司

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曾超林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4）。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第五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

专门委员会。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选举曾超林先生、曾超懿先生、吴细华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

员，其中曾超林先生为主任委员；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选举李书锋先生、刘亚先生、梁洪波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

员，其中李书锋先生为主任委员；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选举洪茂椿先生、刘亚先生、曾明柳女士为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其中洪茂椿先生为主任委员；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选举刘亚先生、李书锋先生、曾超林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委

员，其中刘亚先生为主任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之日止。 期间如有委员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将自动失去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资格。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6

月30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35）。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曾超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曾超林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4）。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独

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曾明柳女士、曾益柳女士、李亚洲女

士、梁洪波先生、赵庆云先生、周建良先生、许敏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曾明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曾益柳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李亚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梁洪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赵庆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周建良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7）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同意聘任许敏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以上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4）。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独

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胡春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胡春华女士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选举董事长、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54）。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独

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周建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周建良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5）。

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的《独

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7、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李晓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李晓海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5）。

8、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的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法定代表

人变更为曾超林先生。 董事会同意授权管理层办理法定代表人变更涉及的登记相关事宜。

9、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与投资者联系方式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和内部管理需要，同时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

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和股东，同意变更公司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 具体变更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0年7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与

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6）。

10、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和内部管理需要，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上海设立分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7月1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上海分公司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7）。

1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修订，修订后的《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全文于

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1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修订，修订后的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全文于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1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修订，修订后的《重大信息内部报告

制度》全文于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1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关于上市公司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内

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修订，修订后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全文于2020年7月1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1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

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修订，修订后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全文于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1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修订，修订后的《审计委员会工作细

则》全文于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17、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修订，修订后的《提名委员会工作细

则》全文于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18、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修订，修订后的《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工作细则》全文于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19、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同意对《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修订，修订后的《战略委员会工作细

则》全文于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20、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鉴于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实际运营需要以及《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

司董事会同意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修订，修订后的《总经理工作细则》全文于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2020-053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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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16日在新

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现将本次会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0年7月10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通讯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

出。 会议于2020年7月16日在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3

名，实到监事3名，董事会秘书周建良先生以通讯方式列席了会议。 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刘

素君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1、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选举刘素君女士为监事会

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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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

董事长、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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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6日下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

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7日公司刊登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鉴于公司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为适应公司运营发展需要， 董事会选举曾超林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根据《公司章程》第八条规定，公司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将根据规定尽快完成法定代表

人的工商变更手续。

二、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

经董事会审议，同意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3�人）：曾超林（主任委员）、曾超懿、吴细华；

审计委员会（3�人）：李书锋（主任委员）、刘亚、梁洪波；

提名委员会（3�人）：刘亚（主任委员）、李书锋、曾超林；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3�人）：洪茂椿（主任委员）、刘亚、曾明柳。

三、聘任公司总经理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曾超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曾超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曾明柳女士、曾益柳女士、李亚洲女

士、梁洪波先生、赵庆云先生、周建良先生、许敏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胡春华女士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胡春华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7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六、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因董事会提前换届而离任情况

1、董事许敏田先生、施召阳先生、严先发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相关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职务。

2、独立董事牟介刚先生、甘为民先生、周岳江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及相

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职务。

3、监事张宏先生、潘炳琳先生、朱美珍女士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及其他职务。

4、许敏田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仍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务；严先发先

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及其他职务； 桂建辉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

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及其他职务；陆莹先生在本次换届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及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牟介刚先生、甘为民先生、周岳江先生、张宏先生、朱美珍女士、陆莹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许敏田先生持有公司80,651,306股股份，施召阳先生持有公司15,062,854股股份，严先发先

生持有公司126,000股股份，潘炳琳先生持有公司32,000股股份，桂建辉先生持有公司187,600股股份，

离任后施召阳先生、严先发先生、潘炳琳先生、桂建辉先生将继续严格遵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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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对上述因董事会提前换届而离任的董事、 独立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

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附件：

1.�曾超林简历

曾超林先生：198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持有新加坡居留权。 2004年1月至2013年12月历任宜昌长

江工人、车间主任、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2010年4月至今任鑫仁铝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6月至

今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2017年6月整体变更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

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6月变更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

业” ）董事长、总经理。

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6月12日核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石河

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鸿、曾益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重组完成

后，曾超林成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直接持有公司302,061,587股股份，持股比例为7.77%；曾超林

系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 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

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与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曾超懿系兄弟关系，与曾明柳、曾益柳系姐弟关系，

与吴细华曾经存在姻亲关系，与李亚洲、梁洪波系姻亲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曾超林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曾超林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2.�曾明柳简历

曾明柳女士：1971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持有新加坡居留权，毕业于湖南省邵阳城市学院，中专学

历。 1992年9月至2006年3月先后任职于邵东铝业、湖南省双牌铝厂、宜昌长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2005

年11月至2017年12月历任江阴新仁科技有限公司经理、监事、董事长；2010年4月至今任鑫仁铝业控股

有限公司董事；2013年8月至今历任天山铝业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6月12日核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石河

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鸿、曾益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重组完成

后，曾明柳直接持有公司170,331,155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38%；与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

业链有限公司和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

份的股东曾超懿、曾超林系兄弟姐妹关系，与曾益柳系姐妹关系，与吴细华曾经存在姻亲关系，与李亚

洲、梁洪波系姻亲关系。除上述情形外，曾明柳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曾明柳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3.�曾益柳简历

曾益柳女士：1973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 2002年7月至

2010年7月任宜昌长江铝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2013年6月至今， 任新疆天足投资有限公司的监事；

2012年6月至今历任天山铝业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6月12日核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石河

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鸿、曾益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重组完成

后，曾益柳直接持有公司157,228,758股股份，持股比例为4.04%；与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

业链有限公司和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

份的股东曾超懿、曾超林系兄弟姐妹关系，与曾明柳系姐妹关系，与吴细华曾经存在夫妻关系，与李亚

洲、梁洪波系姻亲关系。除上述情形外，曾益柳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曾益柳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4.�李亚洲简历

李亚洲女士：197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持有新加坡居留权，毕业于湖南邵阳学院，大专学历。 1996

年7月至2006年5月先后任职邵东铝业、湖南省双牌铝厂、贵州省六盘水双牌铝业公司；2005年7月至今

任上海双牌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监事；2007年9月至2017年2月任贵州省六盘水双元铝业有限责任公司监

事；2010年9月至2017年5月任鑫仁铝业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2017年6月至今任天山铝业副总经理。

李亚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和持有5%以上股

份的股东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曾超懿系夫妻关系，与

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和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曾超林系姻亲关系，与曾明柳、曾益柳、梁洪波系姻亲关系，

与吴细华曾经存在姻亲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李亚洲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李亚洲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5.�梁洪波简历

梁洪波先生：1976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持有新加坡居留权，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

学历。 2000年10月至2001年9月任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投资经理；2002年10月至2009年12月历任宜

昌长江供销部经理、 常务副总经理；2010年4月至今任鑫仁铝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2月至今历

任天山铝业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证监会于2020年6月12日核准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石河

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曾超懿、曾超林、曾明柳、曾鸿、曾益柳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重组完成

后，梁洪波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石河子市锦隆能源产业链有限公司和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

东石河子市锦汇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曾超懿、曾超系姻亲关系，与

曾明柳、曾益柳、李亚洲系姻亲关系，与吴细华曾经存在姻亲关系。 除上述情形外，梁洪波与公司其他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梁洪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6.�赵庆云简历

赵庆云先生：1964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东北大学，本科学历。1983年8月

至2013年1月历任中国铝业郑州研究院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副

总工程师、研究院第一副院长；2013年1月至今历任天山铝业电解铝生产副总经理、电解铝生产总经理、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董事、副总经理。

赵庆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

赵庆云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7.�周建良简历

周建良先生：197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

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2003年9月至2008年5月先后任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开利泵业（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6月至2016年8月任海南

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6年9月至今任天山铝业董事会秘书。

周建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

周建良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8.�许敏田简历

许敏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66年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中欧国际工

商学院EMBA硕士，高级经济师。 中国农业机械学会第十、十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农业机械学会排

灌机械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农业节水和农村供水技术协会农业节水设

备分会副主任，全国泵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农业机械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排灌设备和系统分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60周年杰出人物，全国机械工

业劳动模范，浙江省优秀共产党员，浙江省优秀企业家，浙江省人大代表，台州市人大代表，温岭市人大

代表，温岭市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温岭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温岭市新江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新界泵业（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新界泵业（浙江）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兼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许敏田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80,651,306股，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

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犯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许敏田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9.�胡春华简历

胡春华女士：1979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注

册会计师、澳洲公共会计师、上海市注册会计师优秀人才。 2001年7月至2005年4月任上海天瑞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经理；2005年5月至2007年4月任万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分所项目经理；2007年5月至

2009年3月任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项目经理；2009年3月至2016年7月任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高级经理；2016年8月至今任天山铝业财务负责人。

胡春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

胡春华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证券代码：

002532

证券简称：新界泵业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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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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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6日下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及《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

同意聘任周建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周建良先生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同意聘任李晓海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李晓海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其候选人的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秘书周建良先生和证券事务代表李晓海先生的简历及联系方式如下：

一、 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及联系方式

周建良，男，1973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上海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历，

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2003年9月至2008年5月先后任职上海豫园旅游商城股份有限公

司、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开利泵业（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6月至2016年8月任海南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16年9月至今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 （2017年6月

整体变更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天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6月变更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

师天山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山铝业” ）董事会秘书。

周建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

周建良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

条规定的情形及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周建良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号

电话/传真：0993-2908993

电子信箱：002532@xjtsly.net

二、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及联系方式

李晓海，男，1982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安

徽大学，本科学历，通过保荐代表人胜任能力考试、证券业专业水平二级、法律职业资格、注册会计师、注

册税务师，通过期货从业资格、期货投资分析、基金从业资格考试。 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92095部队服役，

其后任职于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民政局、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4月至今任天山

铝业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李晓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

关系。 李晓海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

形。

李晓海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号

电话/传真：0993-2908993

电子信箱：002532@xjtsly.net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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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与投资者联系

方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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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6日下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办公地址与投资者联系方式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7

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鉴于公司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适应公司发展需要和内部管理需要，同时为进一步做好投资者

关系管理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和股东，公司决定变更公司办公地址、投资者联系方式、电子邮

箱。 现将变更后的办公地址、投资者联系方式、电子邮箱公告如下：

变更前：

办公地址：浙江省温岭市大溪镇大洋城工业区

邮编：317525

联系电话：0576-81670968

传真：0576-86338769

电子邮箱：zqb@shimge.com

变更后：

办公地址：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工业园区纬五路1号

邮编：832014

联系电话：0993-2908993

传真：0993-2908993

电子邮箱：002532@xjtsly.net

上述变更后的办公地址、投资者联系方式、电子邮箱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正式启用，除上述内容变

更外，公司注册地址保持不变，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变，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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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上海分公司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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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6日下午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

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7月17日公司刊登在《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鉴于公司完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经营发展和内

部管理需要，拟在上海设立分公司。

本次设立分公司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一、拟设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

1、分公司名称：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2、分公司性质：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

3、经营场所：上海浦东新区浦东南路360号新上海国际大厦27层

4、经营范围：铝锭、铝产品、镁产品、阳极碳块、碳素制品及相关产品、金属产品、蒸压粉煤灰砖的生

产销售，高纯铝的研究、生产、销售，铝土矿的开采，氧化铝的生产销售，装卸及搬运服务，仓储服务（危险

化学品及易燃易爆物品除外）。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开展边境小额贸易业务。

5、分公司负责人：曾超林

上述拟设立分公司的名称、经营范围和经营场所等以主管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为准。

二、设立分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分公司的目的

本次设立分公司是根据经营发展和内部管理的需要， 有助于提升公司竞争力、 进一步开拓公司业

务，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

2、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本次设立分公司从长期发展来看符合公司发展需要，不会损害公司利益，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新界泵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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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运营数据及相关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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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公司6月运营情况

2020年6月，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

同比下降52.05%，其中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线客运运力投入分别同比下降26.63%、95.76%和95.83%；旅

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下降61.51%，其中国内、国际和地区航线旅客周转量分别同比下降

41.13%、96.88%和99.26%；客座率为66.44%，同比下降16.35个百分点，其中国内、 国际和地区航线客

座率分别同比下降16.44、21.63和68.54个百分点。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 全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稳步推进， 航空市场需求逐渐恢

复，2020年6月国内客运运力投入较上月环比上升23.1%，国内旅客运输量环比上升25%。但全球疫情发

展的不确定性对公司国际航线影响程度巨大，国际市场恢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本公司将积极把握市场

需求，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各项要求，根据疫情发展形势、市场恢复和防控政策变化，动态调整优

化航线航班布局和运价。

货运方面，2020年6月货邮载运量较上月环比上升13.71%。本公司货运业务为随客机运行的腹舱载

货，该业务已交由本公司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东航物流承包经营。 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期间，医疗和抗

疫物资需求较旺盛，本公司及时对部分客机进行货运改装（以下简称“客改货” ），提升航空货运运力；

相关货运业务交由东航物流具体负责对外经营，双方按一般商务条款公平结算。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

已对14架A330飞机进行“客改货”并投入运营，较上月新开广州-达拉斯、宁波-胡志明、济南-洛杉矶

等国内至国外货运包机航线以及浦东-深圳国内货运包机航线。

2020年6月，本公司新开国内客运航线上海-朝阳。

二、本公司2020年半年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相关情况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航空业造成巨大冲击，本公司所处的航空业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旅客

出行的需求和意愿大幅降低，预计本公司上半年的经营业绩会受到重大不利影响。

2020年上半年，本公司积极应对市场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运营策略，动态优化调整运力投放，统

筹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本公司推出一系列复工复学包机、“周末随心飞” 等产品，推出客载货、客

改货等举措，加强防疫物资运输，提升航空货运能力；同时，本公司积极争取各方面政策支持，实施严格

的成本管控措施，确保运营现金流稳定。 本公司将持续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的进展情况，紧密跟踪市场需

求的变化情况， 积极应对此次疫情给本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风险和挑战， 努力降低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

三、飞机机队

截至2020年6月末，本公司飞机引进1架ARJ21飞机，退出两架B737-800飞机，合计运营721架飞

机，其中自有飞机265架，融资租赁飞机260架，经营租赁飞机196架。

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 号 机 型 自有 融资租赁 经营租赁 小计

宽体客机 40 48 5 93

1 B777系列 10 10 0 20

2 B787系列 3 7 0 10

3 A350系列 1 6 0 7

4 A330系列 26 25 5 56

窄体客机 224 212 191 627

5 A320系列 136 125 68 329

6 B737系列 88 87 123 298

支线客机 1 0 0 1

7 ARJ系列 1 0 0 1

合 计 265 260 196 721

注：飞机机队中不包括本公司自有和托管的11架公务机。

四、主要运营数据

2020年6

月月度完

成数

2019年6月月度

完

成数

同比增长

2020年1-6

月累计完成数

2019年1-6

月累计完成数

同比增长

客运数据

可用座公里

（ASK）（百

万）

10,578.39 22,059.47 -52.05% 61,719.22 131,567.24 -53.09%

－国内航线 10,234.59 13,948.87 -26.63% 46,927.50 83,699.93 -43.93%

－国际航线 319.54 7,528.37 -95.76% 14,125.64 44,454.65 -68.22%

－地区航线 24.26 582.23 -95.83% 666.07 3412.66 -80.48%

客运人公里

（RPK） （百

万）

7,028.05 18,261.59 -61.51% 41,205.93 108,853.79 -62.15%

－国内航线 6,831.60 11,603.78 -41.13% 31,297.24 69,862.16 -55.20%

－国际航线 192.86 6,172.50 -96.88% 9,535.53 36,180.86 -73.64%

－地区航线 3.59 485.32 -99.26% 373.16 2,810.77 -86.72%

载 运 旅 客 人 次

（千）

5,205.50 10,724.94 -51.46% 25,736.85 64,066.37 -59.83%

－国内航线 5,174.26 8,911.59 -41.94% 23,376.50 53,252.18 -56.10%

－国际航线 27.84 1,458.76 -98.09% 2,074.77 8,744.97 -76.27%

－地区航线 3.41 354.58 -99.04% 285.59 2,069.23 -86.20%

客座率 (%) 66.44 82.78 -16.35pts 66.76 82.74 -15.97pts

－国内航线 66.75 83.19 -16.44pts 66.69 83.47 -16.77pts

－国际航线 60.36 81.99 -21.63pts 67.51 81.39 -13.88pts

－地区航线 14.81 83.35 -68.54pts 56.02 82.36 -26.34pts

货运数据

可用货邮吨公里

（AFTK）（百万）

628.62 729.81 -13.87% 2,921.28 4,430.07 -34.06%

－国内航线 150.63 242.11 -37.79% 822.07 1,594.76 -48.45%

－国际航线 475.43 470.46 1.06% 2,071.28 2,726.99 -24.05%

－地区航线 2.57 17.24 -85.11% 27.93 108.32 -74.21%

货邮载运吨公里

（RFTK）（百万）

197.46 242.17 -18.46% 933.10 1,331.62 -29.93%

－国内航线 62.94 74.39 -15.38% 300.90 442.92 -32.06%

－国际航线 133.88 165.06 -18.89% 626.78 873.87 -28.28%

－地区航线 0.63 2.72 -76.71% 5.42 14.84 -63.47%

货邮载运量

（公斤）

（百万）

59.22 77.98 -24.06% 289.93 449.30 -35.47%

－国内航线 44.46 52.95 -16.04% 210.28 313.26 -32.87%

－国际航线 14.11 22.73 -37.92% 74.66 123.47 -39.53%

－地区航线 0.65 2.30 -71.77% 4.99 12.57 -60.29%

货邮载运率 (%) 31.41 33.18 -1.77pts 31.94 30.06 1.88pts

－国内航线 41.79 30.72 11.06pts 36.60 27.77 8.83pts

－国际航线 28.16 35.09 -6.93pts 30.26 32.05 -1.78pts

－地区航线 24.71 15.80 8.92pts 19.40 13.70 5.71pts

综合数据

可 用 吨 公 里

（ATK）

（百万）

1,580.68 2,715.17 -41.78% 8,476.01 16,271.12 -47.91%

－国内航线 1,071.74 1,497.51 -28.43% 5,045.54 9,127.75 -44.72%

－国际航线 504.19 1,148.02 -56.08% 3,342.59 6,727.91 -50.32%

－地区航线 4.75 69.64 -93.18% 87.88 415.46 -78.85%

收 入 吨 公 里

（RTK）

（百万）

824.48 1,856.95 -55.60% 4,561.87 10,934.60 -58.28%

－国内航线 672.49 1,102.43 -39.00% 3,066.41 6,612.85 -53.63%

－国际航线 151.04 708.95 -78.70% 1,457.40 4,059.43 -64.10%

－地区航线 0.95 45.58 -97.91% 38.06 262.33 -85.49%

综合载运率 (%) 52.16 68.39 -16.23pts 53.82 67.20 -13.38pts

－国内航线 62.75 73.62 -10.87pts 60.77 72.45 -11.67pts

－国际航线 29.96 61.75 -31.80pts 43.60 60.34 -16.74pts

－地区航线 20.06 65.45 -45.39pts 43.31 63.14 -19.83pts

注：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及客改货相关数据，表中不含货航数据。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本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在

调整的可能性。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本公司保留根据审计结果

及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的权利。本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对本公司国际、国内等业务的冲击和影响，在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方面存在较大不确

定性，具体影响仍有待结合后续实际情况进行评估，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

com.hk）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七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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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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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7月27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系统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10日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2020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2020年7月10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

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确保股东充分了解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相关信息，现将会议有关情况再次提示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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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15点00分

召开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7月26日至2020年7月27日

投票时间为：2020年7月26日15:00至2020年7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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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资子公司宏安焦化按 “合同能源管理” 模式建设

150t/h干熄焦及余热利用项目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宏安焦化提供担保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7月1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或登录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阅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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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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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公司股东通过中国结算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的有关事项

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2020年7月26日15:00至2020年7月27日15:00。为有利于投

票意见的顺利提交， 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上营业厅 （网址：

inv.chinaclear.cn）或关注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提交投票意见。

2、投资者首次登陆中国结算网站进行投票的，需要首先进行身份认证。请投资者提前访问中国结算

网上营业厅（网址：inv.chinaclear.cn）或中国结算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结算营业厅” ）进行注册，对

相关证券账户开通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 具体方式请参见中国结算网站 （网址：www.chinaclear.

cn）“投资者服务专区-持有人大会网络投票-如何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 相关说明，或拨打热线电话

4008058058了解更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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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408 ST安泰 202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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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预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个人股东需提交的文件包括：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

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 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及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法人

股东需提交的文件包括：证券帐户卡、持股凭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还应提供代理人的身份证及法定代表人的授权委托书。

若法人股东委托其他法人作为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当由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法人股东

应当提交代理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代理人的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以及法人股东的授权委托书。

2、登记时间：2020年7月23日（星期四）上午9：00～11：00下午2：00～4：00，异地股东可于2020年

7月23日前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3、登记地点：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安泰集团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4、联系方式：

通讯地址：山西省介休市安泰工业区 安泰集团证券与投资者关系管理部

联 系 人：刘明燕

邮政编码：032002

电 话：0354-7531034

传 真：0354-7536786

六、

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2、请各位股东协助工作人员做好登记工作，并届时参会。

特此公告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17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7月27日召开的贵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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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全资子公司宏安焦化按 “合同能源管理” 模式建设

150t/h干熄焦及余热利用项目的议案

2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宏安焦化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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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closure�信息披露

B033

■ 2020年7月18日 星期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