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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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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中国石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正常业务往来，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交易双方专业协作、优势互补，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状况。

一、释义

成品油管道运输服务合同 指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项下各主体签署的协议的合称或部分

公司或中国石化 指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公司 指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销售公司华北分公司 指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销售公司华东分公司 指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销售公司华南分公司 指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销售公司华中分公司 指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销售公司分公司 指

以下主体的合称或部分：（1） 销售公司华北分公司；（2）

销售公司华东分公司；（3） 销售公司华南分公司； 以及

（4）销售公司华中分公司

国家管网集团 指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管网集团华北分公司 指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北分公司

国家管网集团华东分公司 指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

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分公司 指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南分公司

国家管网集团华中分公司 指 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国家管网集团分公司 指

以下主体的合称或部分：（1） 国家管网集团华北分公司；

（2）国家管网集团华东分公司；（3）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分

公司；以及（4）国家管网集团华中分公司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 指

以下交易的合称或部分：（1）销售公司华北分公司与国家

管网集团华北分公司签署的《成品油管道运输服务合同》

项下交易；（2）销售公司华东分公司与国家管网集团华东

分公司签署的《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华东分公司成

品油管道运输服务合同（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

司华东分公司）》项下交易；（3）销售公司华南分公司与

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分公司签署的《成品油管道运输服务合

同》项下交易；以及（4）销售公司华中分公司与国家管网

集团华中分公司签署的《成品油管道运输服务合同》项下

交易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因生产经营需要，销售公司华北分公司与国家管网集团华北分公司、销售公司华东分

公司与国家管网集团华东分公司、销售公司华南分公司与国家管网集团华南分公司、销售

公司华中分公司与国家管网集团华中分公司分别于近期签署 《成品油管道运输服务合

同》，销售公司分公司委托国家管网集团分公司输送成品油，合同期限自2022年1月1日至

2022年12月31日。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中国石化已于2022年1月2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

同意， 通过了《公司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

案》，关联董事凌逸群就相关议案的表决予以回避。

中国石化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在该等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均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对

有关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认为公司与国家管网集团的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基于日常

及一般业务往来，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商业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发生的交易金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情况、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前次日常关联交易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均属于中国石化子公司接受关联方国家管网

集团提供的服务，前次日常关联交易合同期限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预计

金额上限为83亿元，实际发生金额为64.5亿元，前次日常关联交易正常履行；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合同期限内涉及的预计金额上限为60.5亿元。

三、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涉及的交易对方为国家管网集团。 国家管网集团成立于2019年

12月6日，其成立时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100%的股权；2020年7月，国家

管网集团增资扩股；截至本公告日，国家管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中国石化及其子公司中国石化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合计持有国家管网集团14%

的股权。 国家管网集团的相关基本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7月2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出售资产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国家管网集团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亿元

项目 于2021年12月31日/2021年度（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8,540.4

资产净额 6,144.7

营业收入 1,016.9

净利润 297.6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中国石化董事、高级副总裁凌逸群为国家管网集团的董事，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国家管网集团是中国石化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日常

关联交易构成中国石化的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已经对国家管网集团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国家管网集团自成立以来生产运营

正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履约风险总体可控。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管输价格参照天然气管道运输定价原则（即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综合考虑折旧摊

销费、运行维护费等因素确定，若履行期间国家价格政策调整，按照调整后的价格执行。

（二）管输计划

销售公司分公司与国家管网集团分公司执行各自相关部门确认或下达的年度、月度管

输计划或管输调整计划。

（三）结算及付款

以销售公司分公司或其指定代表和国家管网集团分公司确认的交接计量凭证作为结

算数量依据；以国家管网集团分公司在结算日内出具的双方确认的结算单为管输费结算依

据。

国家管网集团分公司需在每个结算日当日将结算单电子版和正式发票电子版发送给

销售公司分公司。销售公司分公司在收到国家管网集团分公司发送的结算单电子版及正式

发票电子版后的3个工作日内， 应以电子转账或者同意的其他支付方式将款项支付至国家

管网集团分公司的账户。

（四）生效

《成品油管道运输服务合同》经签字并盖章后成立并生效。

五、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中国石化的影响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正常业务往来，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交易双方专业协作、优势互补，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状况。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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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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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或“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简称“会议” ）于2022年1月17日发出书面通知和会议资料，于2022年1月27日以书面方

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10人，实际出席10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和《中国石

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公司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公司全体独立非执行董事在本议案提交会议审议前均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 认为公司与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2022年日常关联交易基于日

常及一般业务往来，协议条款公平合理，交易价格公允，符合公司商业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二、《内部控制手册（2022年版）》。

上述第一项议案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凌逸群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均同意

该议案；其他议案同意票数为10票，无反对票和弃权票。

特此公告。

承董事会命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黄文生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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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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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公司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预计将增加人民币340亿元到400亿元，同比增加约103%到122%。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公司2021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预计增加人民币660亿元到750亿元。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 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 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预计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简称“中国石化” 或“公司” ）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增加人民币340亿元到400亿元，同比增加约103%到12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人民币660亿元到750亿元。

2.�本公司完成的部分交易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需对相关财务数据进行追溯

调整。 调整后，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预计公司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人民币335亿元到395亿元，同比增加约101%到119%；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 将增加人民币660亿元到

750亿元。

（三） 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

二、上年同期已披露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329.24亿元。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人民币-15.65亿元。

（二）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0.272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1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增长，国内经济稳步恢复，石油石化产品需求回暖。 公

司抓住市场有利时机，以市场为导向深入开展全产业链优化，努力拓市扩销，强化成本费用

管控，主要业务毛利大幅提升，归母净利润创近十年同期最好水平。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最终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的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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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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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5%

以上股东股份减持时间过半暨减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交建” 或“公司” ）于2021年9月

30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1）。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疆特变电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变集团” ）

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0,344,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

3.15%）。

近日，公司收到特变集团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截至2022年1月28日，特变集团

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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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进展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 减持数量（股）

占2022年1月

28日公司总股本

比例（%）

特变集团

集合竞价

2021-11-11至

2021-12-31

11.72 6,449,143 0.99

大宗交易 - - - -

合计 6,449,143 0.99

注：本次特变集团减持的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特变集团累计减持公司股份的比例为3.0154%。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本次减持后

股数（股）

占2021年9月

30日公司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2022年1月

28日公司总股本

比例（%）

特变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数 117,000,000 18.14 110,550,857 17.14%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20,344,000 3.15 110,550,857 17.14%

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

96,656,000 14.99 - -

注：

1. 特变集团持有的首发前限售股份于2021年12月2日上市流通， 详见公司于2021年

12月1日披露的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9）

2.受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陆续转股影响，公司总股本不断增加，特变

集团持股比例持续被稀释。

二、其他相关说明

1、特变集团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2、特变集团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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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3、 特变集团在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的相关承诺内容为：

股东特变电工集团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将按照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及本公司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

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发行人股票。

在上述限售期限届满之日起2年内，若减持发行人股份，则减持股份的条件、方式、价格

及期限如下：

（1）减持股份的条件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不存在违反本公司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所作出的相关承诺的条件下，本公司可作出减持股份的决定。

（2）减持股份的数量及方式

在限售期满后的12个月内， 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的10%；在

限售期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所持发行人股份数量的20%。 减持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如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

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应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相应调整）。

（4）减持期限

本公司拟减持发行人股份时，将提前3个交易日通知发行人并予以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六个月内完成。

上述承诺事项已于2021年11月28日履行完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特变集团严格遵守

预披露的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以及相关承诺保持一致。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特变集团出具的《股份减持告知函》。

特此公告。

新疆交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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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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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预计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35,670万元至1,058,6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9,177万元至252,177万元，同比增

长28.42%至31.27%。

2、预计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3,229万元至88,754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加14,743万元至20,268万元，同比增长21.53%至29.59%。

3、预计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4,925万元至

70,45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2,716万元至18,241万元，同比增长24.35%至34.9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公司预计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1,035,670万元至

1,058,67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29,177万元至252,177万元，同比增长28.42%至31.27%。

2、预计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3,229万元至88,754万元，与上年

同期相比增加14,743万元至20,268万元，同比增长21.53%至29.59%。

3、预计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64,925万元至

70,45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2,716万元至18,241万元，同比增长24.35%至34.94%。

（三）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营业收入为806,492.9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68,486.09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2,209.48万元。

（二）每股收益：0.4115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2021年， 公司战略聚焦分布式能源， 构建的以分布式能源系统解决方案为圆心的

“1+7” 高质量发展模式释放出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的活力。 其中，布局在全球的工程

服务项目、驻扎在用户现场的一站式维保运营项目，以及国内投资、建设、运营工业气体等

运营类项目，都成为了公司“抗疫情，促转型”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经济增长点，让公司焕

发转型发展的蓬勃动力和强劲韧力。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期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本期业绩预告数据

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陕鼓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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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时间过半未减持股份的公告

股东北京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9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北京

金信卓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信卓华” ）《第四期减持计划告知函》，金信

卓华拟自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窗口期除外），通过证券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506万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5,012万股。 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2021年9月30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

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46）。

2022年1月27日，公司收到金信卓华发来的《减持进展告知函》，截至2022年1月27日，

金信卓华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经过半，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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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规定，在减持时间区间内，大股东、董监高在减持数量过半或减持时间过半时，

应当披露减持进展情况，现将金信卓华实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股份来源：金信卓华认购公司2016年非公开发行取得的股份

截至2022年1月27日，金信卓华本次减持计划的时间已过半，金信卓华尚未通过任何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金信卓华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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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信卓华的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减持股份计划实施

期间，公司将继续关注和督促金信卓华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股权

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金信卓华《减持进展告知函》。

特此公告。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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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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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1月2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2年1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监事会3名监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对所

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 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提名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同意王永彬先生、卢耀军先生（简历请见附件）作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

人，并提交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第五届监事会成员任期三年，自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1月28日

附件：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监事候选人简历

卢耀军，1970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监事、投资管理部总经理，同时担任中国

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投资管理部总经理，中交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卢先生于1993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历任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

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投资管理部主任，本公司投资事业部副总经理。卢先生毕业于同

济大学交通工程专业，是正高级工程师。 卢先生自2021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

王永彬，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审计部总经理、派出监事办

公室主任，同时担任中交集团总审计师、审计部总经理、派出监事办公室主任。 王先生于

2001�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历任振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中国市政工程东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和中交上海装备工程有限公司监事。王先生毕业

于长沙交通学院， 获得工程财会学士学位， 是正高级会计师、 正高级审计师。 王先生自

2006�年 9�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2021年11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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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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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1月22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2年1月27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董事会7名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对所议事项进行了表决，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合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2022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2022年度生产经营目标：新签合同额同比增长不低于11.8%；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不低于6.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参股管理办法（试行）〉的议案》

同意《中国交建参股管理办法（试行）》，并印发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 审议通过《关于上航局参股设立内蒙古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附属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参股设立内蒙古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注册地为

包头市， 注册资本30亿元， 出资方式为现金出资， 中交上海航道局有限公司出资

2.43-3.03亿元，持股8.10%-10.10%。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总部权责手册〉的议案》

同意《中国交建总部权责手册》，并印发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 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交建管理纲要（2022年版）〉的议案》

同意《中国交建管理纲要（2022年版）》，并印发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提名王彤宙、王海怀、刘翔、孙子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候选人，米树华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刘辉、陈永德、武广齐、周孝文为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第五届董事会

成员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 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同意公司于2022年2月25日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提请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以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3．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二)�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结束后，安排向公司股东派发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通知，并准备及派发会议相关文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附件：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彤宙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党委书记，同时担

任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交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先生拥有丰富的

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中国建筑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第六工程局局长；

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常

委、副总经理；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党委书记，中国

有色矿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中交集团总经理、本公司总裁。 王先生拥有经济学博

士学位，是正高级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王先生自

2020年10月起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

王海怀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同时担

任中交集团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先生于1991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

经验，历任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局长，中交第二航务工程

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本公司港航疏浚事业部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中

交集团副总经理。 王先生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并取得武汉大学高级

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正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 王先生自2021年4月起担任本

公司总裁，2021年6月起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刘翔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 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党委副书记，同时担任中交

集团党委副书记、职工董事。刘先生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历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航天科工集团）党群工作部副局级巡视员、党群工作部副部长、团委书记，

贵州航天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航天科工集团纪检监察部部长、党组纪检组副组

长、人力资源部部长。刘先生先后毕业于安徽教育学院中文专业，并取得中国人民大学文学

硕士学位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是研究员级高级政工师。 王先生自

2021年6月起担任本公司执行董事。

孙子宇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 现任中交集团副总经理、党委常委。 孙先生于

1983年加入本公司，拥有丰富的经营管理经验，历任交通部第一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副院

长，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总工程师，中交集团总工程师，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及董事长，本公司海外事业部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 孙先生毕业于浙江大学（原

为杭州大学）海洋地质地貌专业，并取得荷兰代尔夫特工业大学硕士学位及北京大学高级

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正高级工程师、英国皇家注册土木工程师、英国皇家注册建

造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米树华先生，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 现任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中交集团外部董

事、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米先生拥有丰

富的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历任国家电力公司东北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国家电网公

司东北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东北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国电电力

股份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中国国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国家能源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 米先生毕业于东北电力学院，获工学学士学位，是

正高级工程师。

刘辉先生，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刘先

生拥有丰富的建筑、工程建设和科研管理经验，历任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董

事、总工程师，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总工程师，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党委常委兼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常委、总工程师。刘先生毕业于西南交

通大学铁道工程专业，并取得建筑及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是正高级工程师。

陈永德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 现任同心教育基金会（香

港）行政总裁，香港中资银行业协会副总裁，同时担任皇朝家居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陈先生拥有丰富的金融、证券、财务经验，历任野村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中国及香港

研究部、亚洲区银行主管，里昂证券有限公司中国及香港金融部主管，毕马威中国高级顾

问，香港交易所上市委员会委员，香港特区政府选举委员会金融界别委员。陈先生毕业于伦

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拥有澳大利亚资深注册会计师资格

FCPA（Aust.）。

武广齐先生，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现任中国盐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武先生拥

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历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办公厅主任，中海石油研究中心党委书

记兼纪委书记、工会主席，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兼思想政治工作

部主任，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党

组成员，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长期兼任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法规主任。 曾

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武先生毕业于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质专业，并取

得中国石油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学位，是教授级高级经济

师、注册高级企业风险管理师（CSERM）、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

周孝文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 现任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所属川藏铁路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周先生拥有丰

富的交通运输、建筑及工程建设、规划经验，历任铁道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经济规划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工程设计鉴定中心常务副主任，铁道部经济规划研究院院长、工程设计鉴定

中心主任，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中国铁路总公司工程设计鉴定中心

主任，中国铁路经济规划研究院副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国铁集团工程设计鉴定中

心主任，国铁集团首席勘察设计专家、川藏铁路工程建设总指挥部（领导小组）办公室专

员、办公室专务（专司外部董事）。 周先生毕业于兰州铁道学院铁道工程专业，并取得工程

硕士学位，是正高级工程师，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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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G3

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泰山枢纽立交至殷家林枢纽立交）北京方

向禁止通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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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

2021年3月31日，公司发布了《关于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改扩建工程施工期间

车辆限速限行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1-022）， 自2021年3月31日0时至2022年1月

31日24时，对G3京台高速公路殷家林枢纽至泰山枢纽进行交通管制，实行东幅封闭施工，

西幅双向行驶，禁止危化品运输车、不可解体物品运输车、超限运输车、5轴及以上货车通

行，全程最高限速80km/h。

2021年4月3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调整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改扩建工程施工

期间交通管制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28），对G3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

实施“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单向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自2021年5月7日10时至2022年5月

31日10时，G3京台高速公路泰山枢纽至殷家林枢纽立交范围内，北京方向封闭施工，台北

方向正常通行。

2021年11月13日，公司发布了《关于G3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泰山枢纽立交至

殷家林枢纽立交）北京方向恢复通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60），自2021年11月

18日15时起，对G3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泰山枢纽立交至殷家林枢纽立交）北京方

向恢复通行，施工期间部分路段继续采取交通管制措施。

为保障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改扩建工程施工期间道路通行安全，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济南市公安局

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泰安市公安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支队、山东高速服务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决定自2022年2月10日起，对G3京台

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改扩建施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具体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

（一）交通管制时间

自2022年2月10日10时至2022年11月30日10时。

（二）交通管制范围

G3京台高速公路泰山枢纽立交至殷家林枢纽立交，桩号为K470+886至K415+624。

（三）通行管理

1、主线和枢纽立交：因京台高速殷家林枢纽立交至泰山枢纽立交段主线西幅全封闭施

工，殷家林枢纽立交主线及各匝道台北方向车辆交通导改至东幅单向通行，限速80km/h，

不限车型；台北方向车辆行驶至泰山枢纽立交交通导改回西幅正常通行。 泰山枢纽立交北

京方向主线封闭，兰州至北京方向匝道封闭，青岛至北京方向匝道封闭。

2、收费站：泰安西收费站、崮山收费站双向出入口封闭。万德收费站北京方向出入口封

闭，台北方向出入口正常通行。 （新建）泰安北收费站北京方向出入口及台北方向出口封

闭，台北方向入口正常通行。

3、服务区：济南服务区关闭，暂停服务；泰安服务区东区关闭，西区2022年2月13日至

2022年2月23日临时封闭施工。

（四）其他事项

1、请广大驾乘人员按照实际道路标志、标线行驶，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山东省高速公路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违反交

通管制规定的驾驶人及相关运输企业进行处罚。

2、因施工活动需进一步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的，将另行发布相关通告或信息。

3、本通告自2022年2月10日10时开始实施。

4、请驾驶人及运输企业妥善调整出行计划及路线，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给您的

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二、对公司影响

对G3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泰山枢纽立交至殷家林枢纽立交）北京方向实施

交通管制，是确保G3京台高速公路济南至泰安段改扩建工程顺利实施的必要措施，有利于

加快改扩建工程施工进度，早日通车为公司业绩做出积极贡献。 公司将对京台高速公路济

南至泰安段改扩建工程（泰山枢纽立交至殷家林枢纽立交）北京方向禁止通行后的车流量

和通行费收入变化进行监测，及时披露后续影响，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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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诸暨市应店街镇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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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7,00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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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7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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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董事长丁伊可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方式和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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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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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姚善泾 116,998,636 99.996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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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姚善泾 4,900 56.97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秀梅、赵少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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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金海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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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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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为3,000万元到3,400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 1,632.54万

元到2,032.54万元，同比增加119.38%到148.64%。

●公司2021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1,186万

元到1,586万元，较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301.35万元到1,701.35万元（因上年同期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负数，故增长比例不适用）。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2021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000万元到3,4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632.54万元到2,032.54万元，同比增

加119.38%到148.64%。

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预计为1,186万元到1,586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301.35万元到1,701.35万元（因上年同期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为负数，故增长比例不适用）。

（三）本期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7.46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15.35万元

（二）每股收益：0.15元。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 2021年，公司围绕棉花产业链，聚焦装备制造业，加大产品开发

和创新力度，引导国内棉花加工设备迭代升级；积极利用打包采棉机国内市场需求快速增

长的契机，加大产品的优化提升、市场推广。公司本期主营业务收入预计较上年同期增长约

19%。

（二） 会计处理的影响。 上期武汉中软通科技有限公司仍在公司合并范围内，其

2020年度业绩对公司上期净利润影响额-1,314.17万元，本期不再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三）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本期非经常性损益约为1,81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约

332万元，主要系计入本期损益的政府补助增加。

（四）上年比较基数较小。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21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