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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泼凉水”

商品美元演绎巅峰对决

□本报记者 官平

尽管美联储如预期一样在前瞻指引

中删除了“耐心” 措辞，但显然美联储也

在刻意打压市场的加息预期。 在如此重

磅的事件之后，市场暗潮涌动，美元指数

大幅回落， 原油、 黄金快速回升，“跷跷

板”效应再度显现。

格林大华期货研究总监李永民表

示， 美元指数回升对商品价格产生一定

的抑制作用， 但美元指数走高对市场的

影响程度正在不断减弱。此外，影响商品

价格的根本因素还是供求关系。 从国内

外市场看，各国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国内

依然以结构调整为主，在此背景下，国内

商品期货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维持低位

震荡特点。

美元指数“冷颤”

此前美联储暗示可能早至6月就升

息， 但大幅下调未来几年的利率路径预

估，并调降了美国经济前景预估。 但3月

17日美联储利率声明发布后， 美元兑欧

元和英镑创六年最大单日跌幅， 美元兑

欧元一度急挫达3%。

一如预期， 美联储放弃了“保持耐

心” 的措辞，向备受期待的自2006年以

来首次升息又迈进了一步， 但美联储下

调了成长和通胀预估， 并大幅下调了利

率路径预估。

兴业期货高级研究员施海认为，在美

国经济复苏加快背景下，美联储美元升息

预期始终是美元走强的主要推动力，升息

时间确定，则升息预期可能弱化，美元也

仅仅弱势回调，但不能认为美元由上涨逆

转为下跌。 短线观察，美元下行性质属于

技术性回调，幅度较为有限，时间也较为

短暂，中长期上涨趋势并未改变。

去年大部分时间里， 美联储使用的

措辞都是“保持很长时间” 的低利率，直

到去年年底才改为在升息问题上“保持

耐心” ，本次议息会议上则去掉了“保持

耐心” 的字样。 上海中期分析师李宁表

示，这说明从一个长周期的角度来看，美

联储的确在逐渐收紧货币政策。 虽然美

联储下调了美国经济展望会在短期内令

美元下挫， 但这并不改变美联储将启动

近十年来首次加息的主线， 美元指数下

挫的空间有限。预计在今年6月左右可能

会面临加息。

甚至，李永民认为，6月份加息可能性不

大，可能推迟到9月份，由于美联储议息会议

认为“经济增长已一定程度放缓，房地产部

门复苏仍缓慢，出口增长也在减弱，通胀进

一步滑落， 离美联储长期目标水平更远” ，

这说明美联储更注重寻求就业最大化和价

格稳定。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经济更加不稳，

这也是美联储延迟加息的原因。

原油黄金趁势涨

被美元指数长期压制的油价和金

价， 在美元指数暴跌的时候屡屡强劲反

弹。 截至3月18日16时，当日纽约期金价

格最高触及每盎司1177美元， 纽约原油

期货4月合约在前一个交易日最高触及

每桶45.34美元。

对此，李宁认为，美元指数的短暂回

调，对金价意味着短暂的放松，也就是短

期提振金价。但从市场情绪来看，投机资

金仍在押注美元上涨、 黄金下跌， 因为

CFTC公布的美元指数非商业净多头持

仓高达81270手，创历史新高，而黄金期

货非商业净多头则降至81892手，为去年

12月以来的最低值，因此，金价仍存在进

一步下挫的可能性。

以原油来看，美元指数回调，国际油

价大幅反弹，但随后仍有不小跌幅回落。数

据显示，从2014年中以来，美元和原油的

价格走势长期来看基本同步。 前期由于美

元的强势上行，让大宗商品的价格提前且

过度反应，这伴随着2014年到2015年以来

原油的暴跌和3月初以来原油的调整。

方正中期分析师隋晓影表示， 虽然

近半年以来美元指数与国际油价的负相

关性达到0.9以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元

指数的回调就会带动国际油价反转，因

为当前除了美元指数回调这一利好因素

外， 其他如供需面和地缘政治方面均偏

向利空， 供需面上目前原油市场仍然是

供给过剩的局面，这也会继续打压油价。

美元商品打响“拉锯战”

美元与大宗商品的“跷跷板” 效应

在市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本次议息会

议没出明确加息，略出乎市场预料，但也

符合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 毕竟美国经

济增长没有到必须要加息的地步， 部分

关键经济数据还略有起伏。

分析人士表示， 美元近期势如破竹

式的上涨， 一方面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体

现，另一方面则是非美货币持续贬值，非

美经济体集体放钱引起的避险。 美元短

期的调整难免， 但上涨势头不会因为本

次没有明确加息就停止， 毕竟是延迟加

息，利多迟早会来。

方正中期经纪业务部总监屈晓宁表

示， 从标价货币来看美元的短期回调会

止住大宗近期的疲软， 但随着美国退出

QE后大宗开始去金融属性，回归商品属

性， 自身的过剩和结构转型注定其价格

难有起色。 因此，美联储持续保持加息预

期， 美元稳步上涨， 经济体产业结构转

型， 都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反弹空间进行

压制。 中期来看，原油、黑色类品种价格

难起，有色和农产品略有好转。

对此，施海也认为，大宗商品仅仅低

位技术性反弹， 中长期熊市格局也并未

有根本改变。 尤其对于与美元负相关关

系较为显著、 金融属性较强的工业品而

言，包括贵金属、有色金属、黑色金属、能

源化工板块而言， 整体下跌趋势还将持

续，反弹可能是逢高沽空的时机。

库存高企制约玻璃反弹高度

□本报记者 马爽

昨 日 ， 玻 璃 期 货 主 力

FG1506合约增仓上行，以929/

吨开盘，最高涨至946元/吨，盘

终以943元/吨报收， 较前一交

易日上涨19元/吨或2.06%。 从

近几个交易日来看，期价企稳5

日线后呈现逐步上行。

现货市场方面，国内浮法玻

璃市场主流盘整，华北沙河地区

部分厂家薄板价格上涨0.1元/

平方米，走货情况较前期明显好

转， 部分厂家实行限量销售；华

东地区走货一般，个别厂家实际

走货价格略有松动，产销难以平

衡，临沂蓝星600吨二线放水冷

修；华中地区出货尚可，库存压

力不大， 厂家暂持观望态度；华

南地区需求不旺，走货平平。

此外， 下游房地产市场也在

逐步好转。由于最新公布的国内房

地产数据欠佳，政府或即将进一步

放松房地产政策（例如住房公积

金松绑）。 此外，1万亿元的地方存

量债务置换计划也暂时缓解了地

方债务风险，利好房地产市场。

库存方面，目前玻璃产业链

基本恢复到正常的状态，生产企

业库存持续上涨势头将会有所

缓解，上周末玻璃生产企业库存

增加11.6%至3527万重量箱，库

存天数上升至14.63天。另外，今

年以来，已有4条新建生产线点

火，冷修复产生产线1条，冷修

停产生产线10条， 上周末浮法

玻璃产 能利 用率环比上涨

0.07%至73.64%。

对于后市，有业内研究人士

表示，随着房地产政策的逐步放

松，后期玻璃价格仍有望出现阶

段性反弹， 但在库存高企情况

下，玻璃价格易跌难涨，现货、期

货很难走出大幅反弹行情，因此

对期价反弹高度及持续力度均

持偏保守态度。

原油暴涨引发棕榈油期价飙升

□本报记者 官平

受美元指数大幅回调引发

国际油价报复性反弹影响， 油脂

期货品种中大连棕榈油期价19日

大幅飙升。分析人士表示，因产量

过剩，需求不足，棕榈油价格长期

被压制， 此番上涨主要是因原油

期货价格大涨， 带动低位买盘涌

入，但短期内不具备反转条件。

此外，本周马来西亚宣布将

从4月份起恢复征收毛棕榈油

出口关税。印尼行业人士也在周

三表示印尼政府可能调低毛棕

榈油出口税的起征价格，这对棕

榈油可能不利，但是对精炼棕榈

油行业有利。

业内人士指出，马来西亚棕

榈油期价迎来技术性修正， 不过

马棕产量稳定、 出口需求欠佳等

因素对价格构成压力， 马盘偏空

趋势未改；内外价差收窄，进口收

益回升，料后市棕榈油进口量增

加，偏低库存对现价的支撑作用

将随之减弱。 现货方面，3月18

日，国内棕榈油现货价格稳中偏

弱调整，部分地区厂商报价随盘

下调20-50元/吨。

市场将会密切关注棕榈油

产量以及出口形势，以便寻找新

的方向指引。 MPOB数据显示，

2月底马来西亚棕榈油库存为

174万吨，比1月底的177万吨减

少1.53%。 2月份马来西亚的毛

棕榈油产量为112万吨， 比1月

份的 116万吨减

少 3.37% ， 创下

2011年 2月份以

来的最低产量。 2

月份马来西亚棕

榈 油 出 口 量 为

971640吨，比1月

份减少18.4%，创

下 2007年 7月份

以来的最低值。

据印尼棕榈

油协会（GAPKI）

周三发布的数据

显示，2015年2月

份印尼棕榈油出

口量创下5个月来

的新低。GAPKI数

据显示，2月份的

棕榈油以及棕榈

仁油出口量为179

万吨， 比1月份减

少1%，创下2014年9月以来的最

低值，延续了11月份以来持续疲

软的走势。

至于需求方面，受制于熔点

较高的特点， 第一季度是棕榈油

的消费淡季， 主产国出口需求疲

软。马来西亚打破原来3月份恢复

关税的传言， 继续延续免关税政

策，来刺激消费需求，但是仍无法

扭转出口量季节性下滑态势。

东证期货分析师杨洋表示，

棕榈油方面， 二季度迎来增产周

期，产量逐步放大，虽然消费也随

天气回暖而转旺，但出口方面疲软

恐难以改观，尤其是在东南亚主产

国重新收取出口关税的情况下，因

此库存方面也料将出现回升。

中国棕榈油买家最终选择

马来西亚还是印尼，将取决于两

国的毛棕榈油出口税水平。马来

西亚本周表示将在4月份结束

毛棕榈油零关税政策。

杨洋进一步表示， 国内方

面， 进口融资将继续限制我国

的进口量，国内库存保持低位，

即便如此， 国内食用消费量的

增长放缓也使市场难有很大作

为。 二季度期价或仍以震荡下

跌为主。 关注厄尔尼诺天气的

演进过程， 如果维持3个月以

上， 将会造成棕榈油产量的实

质减产，行情也将随之转变。 外

加美豆预期种植面积还要扩

张， 整个豆类油脂还是比较弱

势，但豆棕价差可能缩小。

塑料难现趋势性行情

□徽商期货 叶晗

近期塑料走势震荡偏强。尽管原油价格

持续回落， 但塑料现货价格整体稳中有涨，

期货价格也止跌上扬。不过目前产业链上下

游多空因素交织，难以催生趋势性行情。

首先，上游原油价格不稳且自身压力

过大。 原油在今年春节前反弹带动了塑料

期价从低谷回升，涨幅一度高达20%。 之

后由于国际原油持续的库存压力以及不

断高涨的美元， 最终使得原油重回低点。

到目前为止，美国EIA原油已经连续10周

增长， 最新一期的EIA原油库存再涨996

万多桶，较预期超出400多万桶。这样惊人

的数据最终把原油库存推向1982年以来

的峰值。 包括中国在内的油储都接近满

仓， 可见当前国际原油库存的压力之重。

与此同时，市场传来利好，配合着美元高

位回落的走势，耶伦发表“不加息” 讲话

的一段时间油价大幅攀升，回到前期震荡

位。 但是这样的消息始终是一时的刺激，

原油根本性矛盾不得缓解，导致一度止跌

的原油价格可能再次下挫。

其次， 塑料现货价格维持着坚挺格

局。 对比塑料的期现价格不难发现，在塑

料期价一度跌8000点的低位时，塑料现货

价格仍然坚挺， 到9000元/吨的价位就止

跌。 此后近三个月的时间内，国内现货价

格的变动区间都不超过9200-10000点。

从单个地区取样看，在期价由8000点反弹

到9700点的时间内， 现货价格仅从9000

元涨至9800元，涨幅不及期价的一半。 因

此现货价格在石化把控下保持当前的稳

定， 一定程度上会抑制期货价格的下探。

例如，现货价格止跌后，塑料的期现价差

就由-1600点快速收缩到正向基差。

再次，石化利润仍可观，石化企业有

意挺价。根据对生产聚乙烯的石化企业的

利润监测，目前其利润仍然可观。 因为根

据石化企业采购原油的周期规律，目前其

生产的聚乙烯原料价对应的原油价格在

55-60美元。 因此近期石化企业生产利润

基本维持在1300-1500元的水平。因此原

油价格在目前53、54美元的价格水平不会

对石化利润构成太大降价威胁。

最后，装置检修接踵而至刺激库存消

耗。 此前塑料期价一度跌至9000元/吨的

关口，现货价格也出现了几次下调。 但是

就在3月9日， 就有茂名石化开始停产检

修，检修周期持续一个月。 在当周陆续有

陕西中煤、 上海金菲的石化装置开始检

修。 4月还有独山子石化、大庆石化以及吉

林石化等企业的多条装置线将进行一个

月乃至两个月检修。今年二季度的检修较

往年多出不少，若这些在检修的以及计划

检修的装置均按计划周期检修，预计会影

响二季度的产量减少50-55万吨左右。 如

此众多的装置检修短期内都是一个明确

的利好。 对聚乙烯库存压力的缓解也是立

竿见影的。 3月中旬，聚乙烯社会库存较上

旬减少2万余吨， 而四大地区的石化库存

就减少了1.8万吨。 石化的库存消耗非常

明显，加之下游贸易商及合同户此前没有

库存积压，开单也不多，库存高企的压力

已经不足以打压价格。

另有消息指出， 石化企业目前有非常

明显的挺价意向。 根据下游需求端的反馈，

石化企业已经在控制货源的流出，一些大代

理此前开单量可以超过1000吨/日，当前已

经减少到几百吨的额度。这也印证了一个行

业规则：下跌行情中不放量，涨势中少放量，

目的就是造成供不应求的状况，下跌行情中

抑制价跌，上涨中助推价格。

从盘面看，塑料主力期价涨势较突出，

在油价明显回跌的趋势中， 塑料还是保持

震荡上行格局。 而在1505合约上有非常明

显的多头资金涌入， 因此市场情绪整体还

是偏向乐观。诚然，原油再次跌至6年新低，

若下跌窗口再度打开， 塑料乐观局面或难

坚守， 但石化企业的种种挺价举措也会抑

制价格下跌。 因此短期内塑料或维持震荡

偏强格局，但难以形成趋势性行情。

易盛农产品期货价格系列指数（

2015

年

3

月

19

日）

中国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商品指数（

2015

年

3

月

19

日）

指数名 开盘 收盘 最高价 最低价 前收盘 涨跌 涨跌幅(%)

商品综合指数

67.90 67.86 0.04 0.06

农产品期货指数

857.05 861.26 865.67 854.15 854.16 7.09 0.83

油脂指数

540.09 546.11 550.24 539.46 536.62 9.49 1.77

粮食指数

1353.62 1359.19 1367.12 1348.73 1350.13 9.07 0.67

软商品指数

795.34 793.47 797.33 789.09 794.93 -1.46 -0.18

工业品期货指数

698.31 703.03 707.14 697.28 699.90 3.14 0.45

能化指数

628.38 633.73 641.13 627.77 629.38 4.35 0.69

钢铁指数

491.77 491.96 496.14 491.02 492.59 -0.63 -0.13

建材指数

589.05 592.29 593.55 588.32 589.53 2.75 0.47

指数名称 开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收盘价 涨跌 结算价

易盛农期指数

1045.30 1051.05 1039.09 1045.74 -3.89 1046.73

易盛农基指数

1138.32 1145.11 1132.82 1139.07 -3.96 1140.04

美元指数

纽约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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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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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于2015年3月19日在公司AB607会议室（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召开，会议由

董事长明图章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3月11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送达各位

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9名，采用现场与通讯表决方式进行。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监事和

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及重组事宜的议案》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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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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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

议于2015年3月19日在公司B604会议室（南京市秦淮区紫云大道9号）召开，本次会议通

知于2015年3月11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桂松召集并

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3名，使用现场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

及重组事宜的议案》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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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资产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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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加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及重组事宜的议

案》（具体详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2015-005及《关于收购宁夏

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不低于67%股权的公告》：2015-007）。 公司于2015年3

月1日作为意向受让方参加宁夏公路院股权转让及重组。 我公司提交的《收购宁夏公路

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竞价书》中明确本次收购价格为每股22.58元，对应宁夏公

路院100%股权（共1,363.61万股）的总价为307,903,138元整。 公司于2015年3月1日

收到宁夏公路院受让方确认通知，确定我公司为受让方。

根据《关于收购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不低于67%股权的公告》，公司

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宁夏公路院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致同审

字(2015)第320FB0006号《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

本次收购交易标的最近1年主要财务指标：（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302,086,853.91

负债总额

102,691,896.77

净资产

199,394,957.14

营业收入

150,409,590.57

净利润

16,898,928.4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16,581,170.46

公司后续将进行收购合同或协议商谈与签署的前期工作，相关合同或协议待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宁夏公路院股权转让及重组事宜后进行。

上网公告附件：

（一）《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度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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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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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日

●股权登记日：2015年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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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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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日10点00分

召开地点：南京市紫云大道9号公司E栋3楼会议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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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3日

至2015年4月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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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

《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宁夏公路勘察设计院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及重组事宜的议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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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

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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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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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3018

设计股份

2015/3/2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公司董事会明确的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 法人股股东，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司公

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本人有效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由法定代表人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有效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股票账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公司股东可以到登记地点现场办理登记手续；亦可以通过邮寄、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手续，但在出席会议时应出示上述登记文件的原件。

2、登记地点：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时间：2015�年4�月1日———2015�年4月2日上午 9：00—12：00， 下午 14：

00—17：00。

4、联系电话：025-84202066�传真：025-84462233�邮编：210005

5、联系人：辛赟

六、其他事项

1、参加会议股东食宿、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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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交通规划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2015年4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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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宁夏公路勘察

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及重组事

宜的议案

》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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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向栏中选择一个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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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