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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28�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2015-23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中国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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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闻简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中国石化” ）注意到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

政府正在研究将中石油与中石化整合成更大的石化巨头” 。 本公司对传闻内容非常重视，并对此进行了

核查。

二、 澄清声明

经询问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截至目前，本公司控股股东和本公司均未得到来自

于任何政府部门有关上述传闻的书面或口头的信息。 本公司目前也无任何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三、 必要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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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本公司在上述媒体正

式公告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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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辞职公告

中国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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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5年4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通知，本公司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王天普先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王天

普先生于2015年4月27日向本公司提请辞呈，辞去其非执行董事、副董事长等职务，该辞呈即日生效。 王

天普先生确认其与本公司及董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须提请本公司股东注意的其他事宜。 根据本公司董

事会知悉的资料，本公司生产经营运行正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股票代码：600028� � � � � � � � � �股票简称：中国石化 公告编号：临2015-25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提出股东大会补充提案的公告

中国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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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 ）于2015年4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中

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集团” ）通知，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中国石化集团向中国

石化董事会提出下述三项股东大会的补充提案：

一、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呈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股东年会” ）

选举。 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傅成玉、李春光、章建华、王志刚、戴厚良、刘运、张海潮、焦方正、蒋小明、阎

焱、鲍国明、汤敏、樊纲。 其中傅成玉、刘运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李春光、章建华、王志刚、戴厚良、张海

潮、焦方正为执行董事候选人；蒋小明、阎焱、鲍国明、汤敏、樊纲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二、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并提呈股东年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如下：徐

槟、刘中云、周恒友、邹惠平。 其中，徐槟、刘中云、周恒友为外部监事候选人；邹惠平为内部监事候选人。

（简历附后）

三、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更换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所需的各项有关申

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另外，经民主选举，蒋振盈、俞仁明、王亚钧当选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并将于股东年会结束后生效。

（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均表示同意。

鉴于中国石化集团提出了上述补充提案，中国石化已于2015年4月27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决议撤销原提交公司股东年会审议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4月27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傅成玉*，63岁。 傅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1983年起先后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与阿莫科、雪佛龙、德士古、菲利普斯、壳牌和阿吉普等外国大石油公司的合资项目中任联合管理委员

会主席；1994年至1995年，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12月起任美国菲利普斯公司

国际石油（亚洲）公司副总裁兼西江开发项目总经理；1999年4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南海东部公司总经

理；1999年9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作业官；2000年10月起任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副总经理；2000年12月起兼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总裁；2002年8月起任中国海洋石

油总公司的子公司———中海油田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2003年10月起任中国海洋石油总

公司总经理，兼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2010年9月，傅先生辞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一职，任董事长职务；2011年4月，傅先生出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2011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长。

李春光#，59岁。李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学文化。1991年8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华北公司副经

理；1995年10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公司副经理；2001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公司经理；2001年12月起

任中国石化油品销售事业部主任；2002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2003年4月起任

中国石化副总裁；2005年11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09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

2013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总裁。

章建华#，50岁。 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9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上海

高桥石油化工公司副经理；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副经理；2000年9月起任中国石化

上海高桥分公司经理；2003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2003年11月兼任中国石化生产经营管理部主

任；2005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2007年6月兼任中石化（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10月

兼任中石化炼化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王志刚#，58岁。 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胜利油田

有限公司副经理；2000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01年11月任宁夏回族自

治区经贸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挂职）；2003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2003年6月兼任中国石化油

田勘探开发事业部主任；2005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高级副总裁；2007年1月兼任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2014年9月兼任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

高级副总裁。

戴厚良#，51岁。戴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7年12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公司

副经理；1998年4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2年7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2003年12月起任扬子石油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扬子石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4年12月兼任扬子石化－巴斯夫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2005年9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副总监；2005年11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2006年5月起任中

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2008年8月兼任石化盈科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中国石化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8月兼任中国石化长城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2013年3月兼任中

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9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

刘运*，58岁。 刘先生是教授级高级会计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8年12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财务部副主任；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部副主任；2001年1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部主任；2006年

6月起任中国石化财务副总监；2009年2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总会计师； 2012年5月兼任中国

石化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3年9月兼任中石化保险有限公司董事长。 2009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

董事。

张海潮#，58岁。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硕士研究生毕业。1998年3月起任浙江石油总公司副总

经理；1999年9月起任浙江石油总公司总经理；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浙江石油公司经理；2004年4月

起任中石化碧辟浙江石油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2003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2004年10月起

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副经理；2005年11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总经理；2006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2014年7月起任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2005年11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焦方正#，52岁。焦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1999年1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中原石

油勘探局总地质师；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副经理兼总地质师；2000年7月起任中国

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2001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副主任；2004年6月起

任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2010年7月起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主任；2014年7月起

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2014年9月兼任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9月兼任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15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2006年10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

蒋小明+，61岁。蒋先生是经济学博士。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联合国投资

委员会委员，香港赛博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中远国际独立董事，英国剑桥大学商学院高级研究员，剑桥

大学中国发展基金会托管人。 1992年至1998年任联合国职员退休基金副总裁。 1999年至2003年任星狮

地产（中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曾任字源有限公司董事、美国资本集团及英国投资银行洛希尔的顾

问委员会成员、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2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独立非执行董事。

阎焱+，57岁。 阎先生是赛富亚洲投资基金的创始管理合伙人，硕士研究生毕业。 现任华润置地有限

公司、中粮包装控股有限公司及科通芯城集团独立非执行董事，神州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中国汇源果汁

集团有限公司、丰德丽控股有限公司、国电科技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北京蓝色光标品牌

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ATA公司董事。 1989年至1994年，他先后在华盛顿世界银行总部任

经济学家、 美国著名的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任研究员、Sprint�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任亚太区战略

规划及业务发展董事。 1994年至2001年， 任AIG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的管理公司Emerging�

Markets� Partnership董事总经理及香港办主任。 2012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独立非执行董事。

鲍国明+，64岁。鲍女士是教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硕士研究生毕业。 1992年12

月起任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系副教授，1995年12月起任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系教授；1997年

11月起任南开大学国际商学院会计系副主任；1999年4月起任审计署审计干部培训中心副主任，2003年

2月起任审计署审计干部培训中心主任；2004年7月起任审计署行政事业审计司司长；2010年2月起任审

计署法规司正司级审计员；2010年7月起任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2012年5月起任中国石

化独立非执行董事。 鲍女士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汤敏+，61岁。 汤先生是经济学博士。 现任中国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 同时担任北

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和五矿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1989年至2000年任亚

洲开发银行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家， 高级经济学家；2000年至2004年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

席经济学家；2004年至2007年任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2007年至2010年任中国发展研究基

金会副秘书长。

樊纲+，61岁。樊先生是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基金会理事长，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院长，兼任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1988年进入中国社

会科学院工作，1992至1993年任《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1994至1995年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1996年

调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工作， 并创办国民经济研究所；2006至2010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委员

会委员，是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 执行董事

* 非执行董事

+ 独立非执行董事

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

徐槟*，58岁。徐先生是教授级高级政工师，大学文化。1999年6月起任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副主

任；2000年4月起任中央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副主任；2004年11月起任中央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正局级

检查员、 监察专员兼副主任；2006年11月起任中央纪委信访室主任；2011年5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 2011年10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 2012年5月起任中国石

化监事会主席。

刘中云*，52岁。 刘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工学博士。 2001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胜利石

油管理局副总工程师，2002年12月起任胜利石油管理局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2004年11月起任胜利石

油管理局党委副书记，2005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经理，2008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国际

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董事，2010年7月起任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中

国石化集团西北石油局局长、党委副书记，2014年8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石化集团

公司人事部主任。

周恒友*，52岁。 周先生是教授级高级政工师、研究生班毕业。 1998年12月起任江苏石油勘探局党委

常委兼工会副主席，1999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江苏石油勘探局党委常委、 工会主席，2002年12

月起任江苏石油勘探局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2004年6月起任江苏石油勘探局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

2005年8月起任江苏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副局长，2011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报社社长、党委书记，2015

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办公厅主任、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集团公司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

邹惠平#，54岁。邹先生是教授级高级会计师，大学文化。 1998年11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广州石油化

工总厂总会计师；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财务资产部副主任；2001年12月起任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财务计划部副主任；2006年3月任中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主任；

2006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审计部主任。 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监事。

#�内部监事

*�外部监事

职工代表监事

蒋振盈，50岁。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管理学博士。1998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物资装

备公司副经理；2000年2月起任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副主任；2001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主

任；2005年11月起兼任中国石化国际事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2006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物资

装备部（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主任（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2010年4月起任中国石化物资装备部

（国际事业有限公司）主任（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2014年11月起任中国石化安全监管部主

任。 2010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俞仁明，51�岁。俞先生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大学文化。2000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03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2006年9月起

任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副经理；2007年9月起任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经理、 党委副书记；2008

年1月起任中国石化生产经营管理部主任；2014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生产调度指挥中心总调度长。 2010

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

王亚钧，48岁。 王先生是教授级高级政工师，大学文化。 2004年6月起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中原石油

勘探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0年11月起任中原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副局长、中原油田

分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3月起任中国石化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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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石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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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以

下简称“会议” ）于2015年4月2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同日以书面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审议通过

了下列议案：

一、关于撤销《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27日接到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集团” ）

的通知，中国石化集团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提出了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等三项补充

提案。 鉴于此，董事会决定撤销原提交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年会（以下简称“股东年会” ）审议的“关于

公司董事会换届的议案” 。

二、关于修改《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4月27日接到中国石化集团的通知，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中国石化集团向公

司董事会提出下述三项股东年会的补充提案：

1、提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呈公司股东年会选举。 董事候选人名单如下：傅成玉、

李春光、章建华、王志刚、戴厚良、刘运、张海潮、焦方正、蒋小明、阎焱、鲍国明、汤敏、樊纲。 其中傅成玉、

刘运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李春光、章建华、王志刚、戴厚良、张海潮、焦方正为执行董事候选人；蒋小明、

阎焱、鲍国明、汤敏、樊纲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2、提名第六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并提呈股东年会选举，候选人名单如下：徐

槟、刘中云、周恒友、邹惠平。 其中，徐槟、刘中云、周恒友为外部监事候选人；邹惠平为内部监事候选人。

3、授权中国石化董事会秘书代表中国石化负责处理因更换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所需的各项有关申

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均表示同意。 基于上述，董事会决定对公司已

于2015年3月23日公告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

号：临2015-19）进行相应修改。 修改后的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将另行发布。

上述议案均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15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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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

201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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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凤凰传媒”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201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

况的议案》。 详见2015年4月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登载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凤凰传媒关于201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与2015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在报告期内由于出版物的纸张和部分印刷环节仍保留在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 ），为满足日常经营需要，报告期内本公司与出版集团部分下属子

公司进行纸张采购、接受印刷加工服务。 根据本公司与出版集团签署的《商品与服务交易框架协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

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对所披露公告的事后审核要求， 现将公司201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

况与2015年度预计情况的有关内容补充公告如下：

一、2014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经凤凰传媒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定，2014年凤凰传媒及其下属子（分）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与控股股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其子公司2014年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预计为5.54亿元。 其中，接受劳

务 1579.8万元，采购商品为5.11�亿元，销售货物386.1万元，房屋租赁2330万元。

根据天衡会计师事务所审定的2014年度财务会计报告， 公司2014年度实际发生与控股股东凤凰

出版传媒集团及其子公司的日常性关联交易总额为5.69亿元，其中：关联货物采购和接受劳务为5.12

亿元，关联货物销售和提供劳务1969.12万元，关联租赁3724.74万元。 （具体分项详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14年度预计金额

2014年度实际发生

金额

预计金额

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

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采购

商品/接受劳务

北京凤凰联动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1,300,000.00

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1,600,000.00 2,230,853.13

江苏凤凰国际文化中心 8,500,000.00 5,011,242.61

江苏凤凰台饭店有限公司 5,500,000.00 6,277,770.10

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470,008,000.00 455,957,318.31

江苏凤凰艺术有限公司 12,000.00

江苏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15,580,000.00 12,278,248.72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7,020,000.00 6,346,859.67

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90,000.00

江苏省京华大酒店 675,768.00

江苏新广联传媒有限公司 50,000.00 19,385,711.60

江苏新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800,000.00

江苏新广联绿色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300,000.00

江苏新图进出口公司 960,000.00 1,874,060.80

南京紫霄纸业有限公司 1,452,991.46

四川凤凰酒业有限公司 285,224.00

小计 526,708,000.00 511,788,048.40

向关联人销售

货物/提供劳务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

出版总社）

160,000.00 1,082,753.91

北京凤凰联动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1,894,203.34

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01,398.27

江苏凤凰国际文化中心 1,000.00 3,564.96

江苏凤凰台饭店有限公司 60,079.65

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1,479,607.95

江苏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2,019,402.00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341,379.59

江苏新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

江苏新图进出口公司 3,500,000.00 7,192,154.76

江苏紫峰贸易有限公司 34,188.03

江苏紫泉配送有限公司 10,683.76

扬州光彩印务有限公司 4,771,795.08

江苏凤凰动漫娱乐有限公司 160,000.00

小计 3,861,000.00 19,691,211.30

向关联人租赁

房屋

江苏凤凰国际文化中心 19,000,000.00 32,083,100.50

江苏凤凰台饭店有限公司 140,000.00

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69,800.00

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900,000.00 2,352,533.93

江苏新广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0,000.00

江苏新广联绿色照明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新华印刷厂 2,409,000.00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1,200,000.00

江苏紫泉配送有限公司 332,920.76

小计 23,300,000.00 37,247,355.19

合计 553,869,000.00 568,726,614.89

二、2015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预计情况

凤凰传媒及其下属子（分）公司与控股股东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及其子公司2015年日常性关联交

易总额预计为6.47亿元，基本情况如下（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

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本年年初至披

露日与关联人

累计已发生的

交易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

业务比

例

（％）

本次预计金

额与上年实

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接受劳务

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250.00 0.44 6.32 223.09 0.44

江苏凤凰国际文化中心 850.00 1.48 58.46 501.12 0.98

江苏凤凰台饭店有限公司 700.00 1.22 32.51 627.78 1.23

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00 87.22 7,539.20 45,595.73 89.09

江苏凤凰艺术有限公司 5.00 0.01 1.59 1.20 0.00

江苏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1,500.00 2.62 248.56 1,227.82 2.40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700.00 1.22 153.18 634.69 1.24

江苏省京华大酒店 80.00 0.14 67.58 0.13

江苏新广联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

3,000.00 5.23 70.19 0.00 0.00

江苏新广联传媒有限公司 0.00 0.00 1,938.57 3.79

江苏新图进出口公司 200.00 0.35 187.41 0.37

四川凤凰酒业有限公司 40.00 0.07 28.52 0.06

南京紫霄纸业有限公司 145.30 0.28

小计 57,325.00 100.00 8,110.01 51,178.80 100.00

向关联人

销售货物/

提供劳务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江苏省出版总社）

120.00 5.26 5.40 108.28 5.50

北京凤凰联动图书发行有

限公司

200.00 8.77 189.42 9.62

北京凤凰联动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

100.00 4.38 80.14 4.07

江苏凤凰国际文化中心 1.00 0.04 0.36 0.02

江苏凤凰台饭店有限公司 10.00 0.44 6.01 0.31

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

限公司

200.00 8.77 4.50 147.96 7.51

江苏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300.00 13.15 201.94 10.26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50.00 2.19 34.14 1.73

江苏新图进出口公司 800.00 35.07 36.56 719.22 36.52

江苏紫峰贸易有限公司 3.42 0.17

江苏紫泉配送有限公司 1.07 0.05

扬州光彩印务有限公司 500.00 21.92 477.18 24.23

小计 2,281.00 100.00 46.46 1,969.12 100.00

向关联人

租赁房屋

江苏凤凰国际文化中心 4,500.00 89.11 280.33 3,208.31 86.14

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

限公司

50.00 0.99 6.98 0.19

江苏凤凰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250.00 4.95 5.58 235.25 6.32

江苏新华印刷厂 250.00 4.95 240.90 6.47

江苏紫泉配送有限公司 33.29 0.89

小计 5,050.00 100.00 285.91 3,724.74 100.00

合计 64,656.00 8,442.38 56,872.66

1、主要关联方情况介绍

（1）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注册资本：150,000万元

经营范围：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企业托管、资产重组、实物租赁，省政府授权

的其它业务。

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江苏凤凰文化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中央路276-1号

注册资本：15,905.2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汽车运输、代理货物运输保险、企业财产保险。 一般经营项目：纸、纸制

品、木浆、化纤浆粨、印刷工业专用设备、印刷器材、电子产品及通信设备、化工原料及产品、建筑材料、

装饰材料、钢材、文化办公机械、百货、机电产品、机械设备、有色金属、汽车销售，电子照排，仓储。 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会议及展览服务、物业管理。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3）江苏凤凰资产管理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百子亭34号

注册资本：1� 0,000万元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物业管理，房产租赁，对外投资，培训信息咨询，日用百货的销售，人才培训，

设计、制作、代理各类广告。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4）江苏新广联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江苏省无锡市锡山经济开发区团结北路18号

注册资本：3000万元

经营范围：城市照明工程、钢结构工程、装饰工程的施工；照明灯具、灯用电器附件的制造；LED应

用产品、照明器具的销售；照明节能的技术研发、技术推广、技术服务；半导体应用产品系统工程的安

装、调试、维修；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5）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百子亭34号东楼3层、4层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出版物排版、制版；包装装潢印刷品排版、制版。 一般经营项目：动漫设

计。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6）江苏凤凰印务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尧新大道399号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其他印刷品印刷。 一般经营项目：纸板、纸箱、纸

制品和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7）江苏凤凰国际文化中心

公司住所：南京市湖南路1号

注册资本：5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中餐餐饮服务，冷热饮制售，饮料零售，体育馆，游泳池，美容店。 一般经

营项目：承办国内外展览及会议服务，国内、外贸易，物业管理，房产租赁，工艺品销售、体育用品销售、

礼品销售、文具用品销售。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8）江苏凤凰台饭店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南京市湖南路47号

注册资本：18,000万元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住宿服务，中餐、西餐、熟食卤菜、职工用餐制售，月饼委托加工销售，定

型包装食品销售；卷烟、烟丝、雪茄烟零售；文化娱乐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百货、家具、家用电器、针纺

织品、化妆品、建筑材料、工艺美术品销售，物业管理，票务代理，酒店管理。

关联关系：同受公司控股股东控制。

2、定价原则

上述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是：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按照政府定

价或政府指导价执行；没有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的，按照市场价格执行；没有市场价格的，按照双方

协商的价格执行。

3、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组成部分，有利于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营，关联交易价格

也遵循了公允性原则，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没有损害非关联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补充公告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蓝星新材 股票代码：600299� � � � �编号：临2015-029号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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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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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9号蓝星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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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93,727,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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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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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事长李守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1人，4名董事因公出差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2名监事因公出差未出席；

3、董事会秘书冯新华先生出席会议；部分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关于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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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698,772 99.99 29,200 0.01 0 0.00

2、关于2014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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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698,772 99.99 29,200 0.01 0 0.00

3、关于201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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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698,372 99.99 29,600 0.01 0 0.00

4、关于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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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370,372 99.88 29,600 0.01 328000 0.11

5、关于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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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698,772 99.99 29,200 0.01 0 0.00

6、关于公司与中国化工集团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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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3,474 99.75 29,200 0.25 0 0.00

7、关于公司与中国化工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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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53,474 99.75 29,200 0.25 0 0.00

8、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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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698,772 99.99 29,200 0.01 0 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逐项表决的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特别决议事项的议案。

3、以上议案6至议案7属于关联交易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数量为282,045,298股，持股比例为53.9585%）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甘娟、吕卓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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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222� � � � � � � � � �证券简称：济民制药 公告编号：2015-024

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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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北院路888号行政楼

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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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5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2,90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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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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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董事长李慧慧女士主

持本次会议。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

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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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李慧慧女士出席并主持会议，董事

田云飞和黄宇出席了会议；董事李仙玉、李丽莎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董事王硕因病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李永泉、潘桦、杨绍

刚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高伟和王连兰出席会议；李成言因工作原

因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副总经理李晶、马桂验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一：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853600 99.95 1900 0.00 50300 0.05

2.议案二：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853600 99.95 1900 0.00 50300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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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5903600 99.963 1900 0.032 300 0.005

2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5903600 99.963 1900 0.032 300 0.005

注：以上投票不包括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二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劲科、陈倩

（二）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济民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600547� � � � � �证券简称：山东黄金 编号：临2015—026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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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4�年 11月 27日召开了第

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山东黄金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等相关公告文件。

公司股票于2014年11月28日开市起复牌， 于2014年12月27日、2015年1月27日、2月27

日、3月28日发布了该事项的进展公告。

一、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重

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正在编制和审核中。 待上述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会

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相关议案，同时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等相关

文件。 待该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及时发出召开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二、特别提示

1、截至本公告日，未发现存在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或者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2、公司于2014年11月27日披露的《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第九节之“风险因素” 中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

相关风险因素做出了特别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首次董事会决议经表决通过，董事会披露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或者报告书，但尚未发出股东大会通知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应当每三十日发布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0688� � � � � � � �证券简称：上海石化 公告编号：临2015-12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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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股票收盘价格在2015年4月23日、2015年4月24日和2015年4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经公司发函征询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石油化工集团

公司，截至目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

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

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本公司” ）股票收盘价格在2015年4月23日、

2015年4月24日和2015年4月27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关注及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询问了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不存在前期披露的信息需要更正、补充之处；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件；未发现对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

2、经公司董事会自查，本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

大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3、经询问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到目前为止并在可预见的三个月

内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

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

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

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06� � � � �证券简称：联明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1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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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上海联明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4月21日起停牌。

目前上述事项仍在筹备过程中，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

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波动，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8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及时与控股股东进行沟通，了解上述重大事项筹划进展情况，并于本次股

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工作日内公告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事项进

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报刊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因该事项

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联明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1199� � � � � � � � � �证券简称：江南水务 编号：临2015—002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获江苏省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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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江苏省国资委” ）下发的《江苏省国资委关于同意江苏

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苏国资复[2015]50号），经

江苏省国资委审核， 同意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不超过7.6亿元可转换A

股股票的公司债券。

公司本次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宜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 报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1777� � � �证券简称：力帆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5-025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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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本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

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5年

4月28日起停牌。

公司承诺：公司将尽快确定是否进行上述重大事项，并于股票停牌之日起的5个

工作日内（含停牌当日）公告进展，并争取尽快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力帆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169� �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15-022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展情况暨继续

停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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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

项，于2015年4月20日发布了《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

股票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19），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21日起停

牌。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正在全力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进行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编制等工作。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本公司股票

自2015年4月28日起继续停牌，延期时间不超过5个交易日。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