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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0780

股票简称：平庄能源 公告编号：

2015-022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5

年投资者网上

集体接待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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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情况，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可持

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公司定于2015年8月18日（星期二）下午14:00-16:00点举行201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年度网上集体接待日将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

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内蒙古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http://irm.p5w.

net/dqhd/neimenggu/）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年度网上集体接待日的人员有：

公司董事、总经理赵宏先生，公司董事杜忠贵先生，公司监事马瑞忠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张建忠先生，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孙义先生，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尹晓东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内蒙古平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关于增加深圳众禄、上海长量为

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代销渠道的公告

根据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长量”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众禄” ）签署的代理销售补充

协议，自2015年8月12日起，将新增上海长量、深圳众禄代理本公司管理的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代码：001702；基金募集期：自2015年8月6日至2015年9月2日）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海长量、 深圳众禄官网办理东方创新科技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开户及认购

业务，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上海长量、深圳众禄官网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长量服务电话：400-820-2899

网站：http://www.erichfund.com/

2、深圳众禄服务电话：400-678-8887

网站：https://www.zlfund.cn/

3、本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628-5888

网站：www.df5888.com或www.orient-fund.com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

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

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711

证券简称：

*ST

京蓝 公告编号：

2015-062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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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6月24日起停牌。期间

公司已按要求至少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事项进展公告。最近五个交易日（8月5-7，10-11日）内，公司聘

请的中介机构开展的尽职调查工作已完成。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拟出售公司持有的商业地产板块

及煤炭/矿业板块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目前，公司与交易对方基本达成一致，双方授权代表处于最后谈判

阶段。 公司与有关各方正竭尽全力积极推进相关工作的进行，公司将于近期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相关议案并及时公告。

因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2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后再行

复牌。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进展公告。 敬请投资者留意公

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黑龙江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关于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增加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本公司” ）与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下称：“申万宏

源西部”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申万宏源西部自2015年8月12日起将代理本公司

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销售业务。

二、适用基金：

财通价值动量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1）；

财通多策略稳健增长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2）；

财通保本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720003）；

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100（ECPI� ESG）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42）；

财通可持续发展主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017）；

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480）。

三、自2015年8月12日起,投资者可在申万宏源西部的各指定网点办理基金账户的开户及上述基金

的申购等业务（财通成长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下称“本基金” ）处于封闭期，申万宏源西部将于本

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务后代理本基金的销售业务），各项业务的具体办理时间请以本公司及申万宏源

西部相关公告的时间为准。

三、投资者可通过申万宏源西部和本公司的客服热线或网站咨询有关详情:

1、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00-0562

网址：www.hysec.com

2、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20-9888

网址:www.ctfund.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

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投资者投资于

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448

证券简称：中原内配 公告编号：

2015-049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 ）为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2013年12月31日止，由于公司

募集资金尚未使用完毕，国信证券对公司仍负有持续督导责任，原委派胡滨先生和江海清

先生为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2015年8月11日公司收到国信证券《关于更换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项目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江海清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不再担任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项目的保荐代表人，不再承担公司的持续督导工作。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 国信证券委派付爱春先生自2015年8月8日起接替

江海清先生担任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工作，直至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

本次变更后，公司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胡滨先生和付爱春先生。

特此公告。

中原内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一日

附件：付爱春先生简历

付爱春，男，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业务部业务总监，管理学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

执业会员，保荐代表人。曾任职于普华永道深圳分所，参与多个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

工作及拟上市企业首发审计工作。 2010年至今在国信证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作为项目主

要成员或现场负责人完成了中原内配非公开发行、郴电国际非公开发行、华控赛格非公开

发行和共进电子IPO等项目，作为保荐代表人负责了正邦科技非公开发行项目，并参与了

多个改制及辅导项目。

股票代码：

601258

股票简称：庞大集团 公告编号：

2015-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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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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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保荐机构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瑞银证券” ）《关于变更保荐代表人的通知函》，本公司原保荐代表人蒋理先生、张浩先生

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 为保证对本公司持续督

导工作的有序进行，瑞银证券指派保荐代表人张瑾女士、赵源先生接替蒋理先生、张浩先生继续持续督

导工作，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张瑾女士、赵源先生。

特此公告。

附件：保荐代表人张瑾女士、赵源先生简历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附件：

张瑾女士简历

张瑾女士，保荐代表人。 张瑾女士曾先后参与完成了中国石化可转债及公司债券发行、新兴铸管公

开发行以及公司债券发行、中国南车A股非公开发行以及债券发行、西安民生非公开发行、中金黄金非公

开发行、三元股份非公开发行等再融资项目，以及北辰实业、南方航空、中材国际A股首次公开发行等项

目。 张瑾女士于2007年加入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此前曾就职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公司。

赵源先生简历

赵源先生，保荐代表人。赵源先生曾先后参与完成中创信测首次公开发行A股，中信证券首次公开发

行A股，老百姓2015年首次公开发行A股，青岛软控首次发行改制和上市辅导，中科三环2003年配股，湖

北宜化2004年配股，栖霞建设200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湖北兴发200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栖霞建设2008

年公开增发股票，金地集团2009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兴业银行2010年配股、工商银行2010年配股等项

目。赵源先生于2010年加入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此前曾就职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瑞信方正证

券有限公司。

关于国开泰富基金参与数米基金网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更好服务于基金投资客户，经与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数米基金” ）协商一致

协商，决定旗下基金参加数米基金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 适用范围及期限

自2015年8月12日起，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包括数米基金淘宝店）申（认）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

金均可享受费率优惠。 活动具体持续期限以数米基金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二、 具体优惠费率

在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数米基金申（认）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享受费率优惠。 具体费

率优惠情况以数米基金官方网站公告为准。 各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最新业务公告。

活动期间，如本公司新增通过数米基金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在数米基金开放申（认）购业

务当日起，同时参与数米基金上述优惠活动，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三、 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数米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

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我司产品在数米基金申（认）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转换业

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数米基金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

述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4、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数米基金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 国开泰富基金官方网站：www.cdbsfund.com

2、 国开泰富基金客服电话：010-59363299

3、 数米基金网：http://www.fund123.cn/

4、 数米基金网客服电话：4000-766-123

五、特别提示：

1、 投资者在投资前应了解各基金产品详细情况，并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

律文件。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基金投资的风险，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和

交易方式。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国开泰富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8月12日

证券代码：

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临

2015－018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产品中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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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 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 （http://ecp.sgcc.com.cn） 发布了

“国家电网公司酒泉－湖南±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和山西晋北-江苏

南京±800kV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第一批设备招标采购中标公告” (以下简称

“中标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7家下属子公

司为相关中标人，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标情况

根据中标公告，公司及常州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开关电气

有限公司、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电力电容器有限责任公

司、西安西电避雷器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济南西电

特种变压器有限公司等7家下属子公司为项目中标人之一， 中标开关类产品、

变压器类产品、电力电子类产品及其他类产品共20个标包。

本次中标公告媒体为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具体内容详见：

http://ecp.sgcc.com.cn/html/news/014001007/32110.html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上述中标公告，公司及7家下属子公司预计总中标金额为22.38亿元，

占公司2014年度营业收入138.70亿元的16.14%，此次中标将对公司未来经营

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尚未与国家电网公司相关机构签署正式商务合同，敬请广大投

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2日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展直销中心认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在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募集期内对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认购本

基金的投资者开展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活动时间：

自2015年8月12日起，至本基金募集期结束日止。

二、适用基金：

国寿安保智慧生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1672）。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认购本基金的个人投资者与机构投资者；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和

代销机构认购本基金的不参与本次优惠活动。

四、优惠活动适用渠道：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28号院盈泰商务中心2号楼11层

客户服务电话：4009-258-258

传真：010-50850777

联系人：孙瑶

五、优惠方案：

1、个人投资者或机构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直销中心参与认购本基金,享受零认购费优惠。

2、投资者开户当天即可进行认购交易,如开户申请确认失败,则当天提交的认购申请一并确认失

败。 请投资者于开户受理后的第二个交易日,登录本公司网上直销系统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查询交易

确认情况。 ?

六、重要提示:?

1、本公告的最终解释权归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2、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公司客户服务电话：4009-258-258；

公司网站：www.gsfunds.com.cn。

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

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注意基金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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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主要生产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目 2015年7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5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运量（吨） 1,344,231 299,483 28.7 9,442,056 1,636,825 21.0

周转量（千吨海里） 8,583,069 2,045,274 31.3 60,230,117 12,393,509 25.9

营运率（％） 97.7 -0.6 -0.6 98.8 0.2 0.2

航行率（％） 51.3 3.7 7.8 51.3 -3.7 -6.7

载重率（％） 52.2 -14.2 -21.4 57.4 -2.3 -3.9

燃油单耗 (千克/千吨

海里）

7.2 0.9 14.3 6.6 -0.5 -7.0

二、分船型运量数据（单位：吨）

项目 2015年7月

比去年同期增减

2015年累计

比去年同期增减

绝对数 相对数% 绝对数 相对数%

多用途船 292,374 -37,710 -11.4 2,195,083 -758,611 -25.7

杂货船 408,151 39,170 10.6 3,758,686 2,192,065 139.9

重吊船 280,840 209,982 296.3 1,255,579 279,439 28.6

半潜船 66,656 46,156 225.2 250,202 -37,440 -13.0

汽车船 19,074 271 1.4 202,718 306 0.2

滚装船 0 -4,116 -100.0 0 -57,832 -100.0

木材船 157,448 33,621 27.2 921,151 37,319 4.2

沥青船 119,688 12,109 11.3 858,637 -18,421 -2.1

合计 1,344,231 299,483 28.7 9,442,056 1,636,825 21.0

三、备注

1、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源自公司内部统计，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

2、以上生产数据统计口径均按已完航次；

3、相关航运指标释义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远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附件：相关航运指标释义

1.运量： 指船舶运输货物数量；

2.周转量： 指船舶运输的货运量与相应的运输距离的乘积；

3.营运率： 指一定历期内船舶从事营运的时间占总航次时间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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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航行率:�指一定历期内船舶航行的时间占营运时间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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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载重率:�指船舶在一定的行驶距离内船舶定额吨位的平均利用程度；

m� n

а=_∑∑_Qij_Lij� 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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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Q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完成的货运量；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货物运输距离；

Dij-----第i艘船的定额吨位；

Lij------第i艘船在第j航次的行驶距离；

6.燃油单耗:�指船舶每一周转量所耗费的燃油数量；

耗油量

Q=-----------

周转量

7.营运时间：指船舶总航次时间中，技术状况完好可以从事货物运输工作的时间，它等于船舶总时间

减去船舶不能从事生产的非营运时间（如：修理、待修及为修理进出船厂的航行时间,�待报废时间，航次

以外检修和洗炉时间）；

8.航行时间：指船舶从离开港口码头或锚地,�浮筒解去最后一根缆绳时起，至到达港靠码头或锚地，

浮筒带上第一根缆绳时止的航行时间；

9.停泊时间：指船舶在运输生产过程中，因各种原因在港口或途中全部停泊时间， 包括生产性，非生

产性和其他原因停泊时间。

关于调整工银瑞信信用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大额申购、定期定额申购和

转入业务限制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8月12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信用纯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485119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法律法规及《工银瑞信信用纯债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工银瑞信信用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等相关规

定。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15年8月13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15年8月13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

暂停转换转出起始日 -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

资）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信用纯债债券A 工银信用纯债债券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485119 48501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000,000.00 3,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3,000,000.00 3,000,000.00

注：1、2015年8月13日起，本基金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申购限制

金额由100万元调整为300万元。

2、本基金恢复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申购业务的具体时间另行公

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15年8月13日起，对工银瑞信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单日

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300万元的申购业务、作为转入方的基金转

换业务及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进行限制；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

申请金额高于300万元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

业务以及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3、如有疑问，请拨打客户服务热线400-811-9999；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icbccs.com.cn。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估值方

法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

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我司决定自2015年8月10日起，对旗下证

券投资基金（ETF基金除外）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中航资本”（股票代码：

600705）“掌趣科技”（股票代码：300315）按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 自其复

牌之日起且其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按市场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

另行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 (免长途费)?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

未来表现。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０一五年八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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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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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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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7,17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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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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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仓董事长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会议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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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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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165,511 99.99 10,000 0.01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为山西三维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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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167,111 99.99 8,400 0.01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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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郭文仓 337,119,112 99.98 是

3.02 卫正义 337,126,213 99.98 是

3.03 支亚毅 337,119,114 99.98 是

3.04 刘元祥 337,119,115 99.98 是

3.05 李峰 337,119,111 99.98 是

3.06 杨世红 337,119,111 99.98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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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赵鸣 337,119,112 99.98 是

4.02 刘俊彦 337,126,211 99.98 是

4.03 史竹敏 337,119,111 99.98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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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景春选 337,119,118 99.98 是

5.02 田世鑫 337,119,117 99.98 是

5.03 樊大宏 337,126,211 99.98 是

5.04 宁春泉 337,119,110 9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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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

的议案

76,252,778 99.98 10,000 0.02 0 0.00

2

关于为山西三维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向银行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76,254,378 99.98 8,400 0.02 0 0.00

3.01 郭文仓 76,206,379 99.92

3.02 卫正义 76,213,480 99.93

3.03 支亚毅 76,206,381 99.92

3.04 刘元祥 76,206,382 99.92

3.05 李峰 76,206,378 99.92

3.06 杨世红 76,206,378 99.92

4.01 赵鸣 76,206,379 99.92

4.02 刘俊彦 76,213,478 99.93

4.03 史竹敏 76,206,378 99.92

5.01 景春选 76,206,385 99.92

5.02 田世鑫 76,206,384 99.92

5.03 樊大宏 76,213,478 99.93

5.04 宁春泉 76,206,377 99.9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5项议题均为普通决议，由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通过，其中《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为累积投票议案；根据公司现场会议表决结果和上交所信息公司统计的网络表决结果，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议案均获得表决通过。

２、本次会议上，与会股东听取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十三届八次职工代表大会代表团团长

联席会议决议》，公司民主推选马万进、郭宝生、张国富等三人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至第

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为止。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原建民、郝恩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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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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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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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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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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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8月11日在本公司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

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会议由郭文仓董事长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郭文仓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卫正义、支亚毅、刘元祥等三人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

郭文仓、卫正义、支亚毅、刘元祥等个人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选举如下：

序号 类别

主任

委员

委员 下设小组 组长 成员

1 战略委员会 郭文仓

卫正义

赵 鸣

投资评审组 卫正义

郭毅民

李 峰

曾治平

2 审计委员会 刘俊彦

杨世红

赵 鸣

审计工作组 杨世红

关 峰

王文斌

王晓军

3 提名委员会 赵 鸣

郭文仓 刘俊

彦

提名工作组 郭文仓

卫正义

支亚毅

李 峰

4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赵 鸣

刘元祥

史竹敏

薪酬与考核工作组 刘元祥

成向贵

潘则孝

杨世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工作需要，董事会聘任：李峰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郭毅民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成

向贵、潘则孝、曾治平等三人任公司副总经理；杨世红任公司财务总监；王洪云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峰等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见附件。

上述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2015年8月11日起至2018年8月10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附件：郭文仓等人员个人简历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8月11日

附件：郭文仓等人员个人简历

郭文仓，男，汉族，1967年8月出生，山西代县人，大学文化，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91

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长。

卫正义，男，汉族，1958年8月出生，山西曲沃人，大学文化，工学学士，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82

年8月参加工作，现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董事长、总经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委员、副董事长，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支亚毅，男，汉族，1962年出生，山西闻喜人，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1983年参加工作，

现任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董事会秘书，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刘元祥，男，汉族，1965年4月出生，山西偏关人，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88年参加工作，现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李峰，男，汉族，1967年10月出生，山西襄汾人，大学文化，高级工商管理硕士（EMBA），中共党员，

高级工程师。 1987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郭毅民，男，汉族，1961年9月出生，四川达县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82年8月参加

工作，现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常委，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山西焦

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成向贵，男，汉族，1963年7月出生，山西交城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经济师。 1982年8月参加工作，

现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

潘则孝，男，汉族，1959年9月出生，山西临猗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1980年9月参加

工作，现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杨世红，男，汉族，1968年10月出生，山西襄汾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高级会计

师。 现任山西焦化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总会计师，山西中煤华晋能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曾治平，男，汉族，1970年10月出生，山西交口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工程师。 1991年7月参加工

作，现任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山西焦煤集团飞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王洪云，男，汉族，1976年2月出生，山西洪洞人，大学文化，中共党员，经济师。 1995年7月参加工作，

现任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股票代码：

600740

股票简称：山西焦化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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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8月11日在本公司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

监事 7人，实际出席7人，会议由景春选监事会主席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景春选监事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个人简历：景春选，男，汉族，1965年8月出生，山西永济人，本科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高级政工

师。 1987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监事办公室主任。

特此公告。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8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