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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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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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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极路7号山东港口大厦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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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782,763,609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4,897,006,92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股） 885,75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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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0875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5.4418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3.6457

注：有2名代理人同时代表A股及H股出席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大

会主持情况等。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

事长苏建光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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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其中非独立董事冯波鸣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 董事会秘书孙洪梅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4、 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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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1,922,520 99.8961 5,084,400 0.1039 0 0

H股 737,238,180 83.2325 148,518,509 16.7675 0 0

普通股合计 5,629,160,700 97.3437 153,602,909 2.6563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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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4,158,820 99.9418 2,848,100 0.0582 0 0

H股 738,309,180 83.3534 147,447,509 16.6466 0 0

普通股合计 5,632,468,000 97.4009 150,295,609 2.5991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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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950,020 99.9375 3,052,900 0.0623 4,000 0.0002

H股 885,593,689 99.9815 59,000 0.0066 104,000 0.0119

普通股合计 5,779,543,709 99.9443 3,111,900 0.0538 108,000 0.0019

4、 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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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950,020 99.9375 3,052,900 0.0623 4,000 0.0002

H股 885,593,689 99.9815 59,000 0.0066 104,000 0.0119

普通股合计 5,779,543,709 99.9443 3,111,900 0.0538 108,000 0.0019

5、 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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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950,020 99.9375 3,052,900 0.0623 4,000 0.0002

H股 885,593,689 99.9815 59,000 0.0066 104,000 0.0119

普通股合计 5,779,543,709 99.9443 3,111,900 0.0538 108,000 0.0019

6、 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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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950,020 99.9375 3,052,900 0.0623 4,000 0.0002

H股 885,593,689 99.9815 59,000 0.0066 104,000 0.0119

普通股合计 5,779,543,709 99.9443 3,111,900 0.0538 108,000 0.0019

7、 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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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5,093,120 99.9609 1,893,800 0.0386 20,000 0.0005

H股 885,697,689 99.9933 59,000 0.0067 0 0

普通股合计 5,780,790,809 99.9658 1,952,800 0.0337 20,000 0.0005

8、 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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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890,020 99.9363 3,116,900 0.0637 0 0

H股 885,697,689 99.9933 59,000 0.0067 0 0

普通股合计 5,779,587,709 99.9450 3,175,900 0.0550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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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870,020 99.9359 3,136,900 0.0641 0 0

H股 885,697,689 99.9933 59,000 0.0067 0 0

普通股合计 5,779,567,709 99.9447 3,195,900 0.0553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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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2,706,120 99.9121 3,477,300 0.0710 823,500 0.0169

H股 884,537,689 99.8623 1,219,000 0.1377 0 0

普通股合计 5,777,243,809 99.9045 4,696,300 0.0812 823,500 0.0143

11、 议案名称：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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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93,688,220 99.9322 2,306,600 0.0471 1,012,100 0.0207

H股 885,296,453 99.9480 302,000 0.0340 158,236 0.0180

普通股合计 5,778,984,673 99.9346 2,608,600 0.0451 1,170,336 0.020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2、 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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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 苏建光 5,776,826,248 99.8973 是

12.02 李武成 5,778,693,685 99.9296 是

12.03 张达宇 5,778,697,385 99.9297 是

12.04 王新泽 5,778,827,532 99.9319 是

12.05 王军 5,778,842,301 99.9322 是

13、 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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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李燕 5,776,855,348 99.8978 是

13.02 蒋敏 5,777,109,248 99.9022 是

13.03 黎国浩 5,778,801,597 99.9315 是

14、 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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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张庆财 5,778,782,285 99.9312 是

14.02 谢春虎 5,778,806,088 99.9316 是

14.03 王亚平 5,778,878,985 99.9328 是

14.04 杨秋林 5,778,916,533 99.9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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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66,214,120 98.8617 1,893,800 1.1264 20,000 0.0119

8

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的

议案

165,011,020 98.1461 3,116,900 1.8539 0 0

10

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度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163,827,120 97.4419 3,477,300 2.0682 823,500 0.4899

11

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购买责任保险的议

案

164,809,220 98.0260 2,306,600 1.3719 1,012,100 0.6021

12

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 苏建光 164,259,833 97.6993 - - - -

12.02 李武成 164,260,232 97.6995 - - - -

12.03 张达宇 164,263,932 97.7017 - - - -

12.04 王新泽 164,339,843 97.7469 - - - -

12.05 王军 164,408,848 97.7879 - - - -

13

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

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13.01 李燕 164,071,933 97.5875 - - - -

13.02 蒋敏 164,351,833 97.7540 - - - -

13.03 黎国浩 164,368,144 97.7637 - - - -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全部议案均表决通过，其中第12-14项议案为逐项表决议案。

2、第1-2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第3-14项议案

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3、本次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度工作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旭、袁星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五、 报备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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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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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以现场

会议及通讯参会相结合的方式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极路7号山东港口大厦2417会议室召开。会议通

知及会议材料已按照《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及时以书面方

式送达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以通讯参会方式出席5人），缺席董事

0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执行董事苏建光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监事、证券

事务代表候选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苏建光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其履历请

详见本公告附件1。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李武成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其履历

请详见本公告附件2。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1、苏建光、李武成、张达宇、王新泽、王军、王芙玲、蒋敏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其中苏建光

担任主席。

2、蒋敏、苏建光、黎国浩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蒋敏担任主席。

3、黎国浩、李武成、李燕任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委员，其中黎国浩担任主席。

4、李燕、王芙玲、黎国浩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李燕担任主席。

上述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任期均为三年，截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新泽为公司总经理，张建东、刘良、杨风广、殷健为公司副总经理，樊西为为公司

财务总监，孙洪梅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该等人员任期均为三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履历

请详见本公告附件3。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公司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46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未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现象，上述人

员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利益冲突，其履职能力、专业能力、从业经历等任职资格均符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

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审议和表决程

序合法、有效；同意上述议案。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杜金儒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负责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 任期三年，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其履历请详见本公告附件4。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全球捷运物流有限公司关连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全球捷运物流有限公司签署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以及该协议项下的2022-2024年

度关连交易（定义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限。

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上网公告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董事长履历

苏建光（“苏先生” ），男，1969年出生，毕业于青岛海洋大学（现为中国海洋大学），获工学硕士学

位，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执行董事，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青岛港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青岛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青岛建港指挥部指挥，

青岛国际邮轮港区服务管理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曾任青岛港（集团）港务工程有限公司经理、党委书

记、纪委书记，本公司港建分公司经理、党委书记，青岛港口投资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

书记，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裁、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董事会薪酬委员

会委员，青岛港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苏先生拥有超过30年的港口行业工作经验，在大

型港口企业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附件2：副董事长履历

李武成（“李先生” ），1965年出生，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现为山东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

位，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非执行董事，青岛港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曾任

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青岛港国际货运物流有限公司(现为青岛港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青岛港怡之航冷链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司党委委员、监事，山东

港口陆海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山东渤海湾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现为山东

港口渤海湾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等职务。李先生拥有超过30年的港口行业工作经

验，在大型港口企业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附件3：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新泽（“王先生” ），男，1963年出生，山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

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机关党委书记，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工会主席，青岛港集

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任青岛港务局劳资处副

处长，青岛港集团人事部副部长、部长、党委组织部部长、机关党委委员，本公司综合管理部部长、人力资

源部部长、党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委员、副总裁等职务。 王先生拥有超过30年的港口行业工作经验，在大

型港口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除上述情况外，王先生与本公司的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

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张建东（“张先生” ），男，1962年出生，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在职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 现任本

公司副总经理，山东港口威海港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山东威海港发展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山东山港

融商务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青岛港务局业务处调度室副主任，青岛港集团业务部部长、机关党

委委员，本公司前港分公司经理、党委书记，本公司安技部部长、监审部部长、监察审计部部长、机关党委

委员、党委委员等职务。 张先生拥有超过30年的港口行业工作经验，在大型港口企业管理方面拥有丰富

经验。

除上述情况外，张先生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

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刘良（“刘先生” ），男，1965年出生，大连海事大学轮机管理专业在职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现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青岛港集团轮驳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本公司物资设备招标采购中心党支部

书记、主任，本公司轮驳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本公司党委委员等职务。 刘先生拥有超过30年的港口行

业工作经验，在大型港口企业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除上述情况外，刘先生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

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杨风广（“杨先生” ），男，1964年出生，山东行政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职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 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曾任青岛港集团多个下属公司副经理、经理、党委委员、党委书记，青岛港集团油港

公司党委副书记、经理，青岛港集团董家口分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工会主席，青岛港董家口矿石码头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总经理，本公司前港分公司党委书记、经理，本公司党委委员等职务。 杨先

生拥有超过30年的港口行业工作经验，在大型港口企业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除上述情况外，杨先生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

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殷健（“殷先生” ），男，1964年出生，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液压专业工学学士，正高级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青岛新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海路国际港口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董

事长、总经理。 曾任青岛港集团安技部副部长，本公司物流分公司党委委员、经理助理，青岛前湾智能集

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青岛新前湾集装

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 殷先生拥有超过30年的港口行业工作经验，在大

型港口企业管理及自动化码头建设运营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除上述情况外，殷先生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

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樊西为（“樊先生” ），男，1977年出生，山东财政学院（现为山东财经大学）财政学专业经济学学

士，正高级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青岛港集团董事，青岛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曾任山东高速物流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山东高速光控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财务

总监、财务部经理，山东港口渤海湾港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等职务。 樊先生拥有超过20年的财务管理

工作经验，在大型企业财务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除上述情况外，樊先生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

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孙洪梅（“孙女士” ），女，1980年出生，同济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文学硕士，高级经济

师。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联席公司秘书、授权代表、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青岛港国际集

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山东港口威海港有限公司董事，山东威海港发展有限公司董事。 曾任本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青岛港资本市场办公室（现为董事会办公室）部门主任等职务，在A股及H股上市公司资本

运作、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管理等证券事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除上述情况外，孙女士与本公司的董事、监事、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

情形；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附件4：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杜金儒（“杜女士” ），女，1991年出生，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管理学硕士，会计师。 现任本公司

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部门主任助理。 曾任青岛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青岛港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财务部会计，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息披露专员等职务。 杜女士已取得由上海证券交易所颁

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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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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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以现场

会议及通讯参会相结合的方式在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极路7号山东港口大厦2417会议室召开。会议通

知及会议材料已按照《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及时以书面方

式送达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6人，实际出席监事6人（其中，以通讯参会方式出席1人），缺席监事

0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张庆财主持，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审议并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张庆财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其履历请详

见本公告附件。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与全球捷运物流有限公司关连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与全球捷运物流有限公司签署综合服务框架协议以及该协议项下的2022-2024年

度关连交易（定义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限。

表决情况：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6月29日

●报备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监事会决议

附件：监事会主席履历

张庆财（“张先生” ），1960年出生，毕业于大连海运学院（现为大连海事大学）轮机专业，获工学学

士学位，工程技术应用研究员。 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港口

集团” ）顾问、高级别专家。曾任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现为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青岛港集团” ）党委委员、常务副总经理、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安技部部长、机关党委委员，青岛港集

团港机厂党委书记、厂长，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青岛新前湾集装

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青岛前湾联合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青岛前湾新联合集装箱码头有

限责任公司董事，威海青威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党委委员、非执行董事，山东港口集团

总工程师等职务。 张先生拥有超过30年的港口行业工作经验，在大型港口企业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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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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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

在公司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6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

出。本次会议由吴旭峰先生主持，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 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选举吴旭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组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情况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委员：吴旭峰(召集人)、濮兴生、宋亚辉

2、提名委员会

委员：宋亚辉(召集人)、章朝阳、沈 红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成志明(召集人)、王海青、宋亚辉

4、审计委员会

委员：沈 红(召集人)、成志明、肖立松

（三）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决定聘任莫宗强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决定聘任肖立松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聘任丁光旭

先生、张旭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五）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决定聘任肖立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六）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全体董事投票表决，决定聘任曹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

后），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吴旭峰简历

吴旭峰，男，汉族，1968年3月出生，江苏淮安人，1988年7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工

程师，现任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主要经历：1997年6月起，历任淮安盐化总厂团委副书记，江苏井神盐业有限公司煤炭供应科

副科长、科长，物资供应科科长；2006年7月起，任江苏井神盐业有限公司淮安热电厂厂长、书记；

2009年1月起，历任江苏井神盐化股份公司采供中心主任，经理、党支部书记；2016年12月起，任江

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18年3月起，任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长；2021年9月至今，任现职。

肖立松简历

肖立松，男，汉族，1970年8月出生，辽宁辽阳人，1992年7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

位，经济师，现任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党委书记；江苏国能石

油天然气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国际盐业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主要经历：1992年7月起，历任冶金部鞍山冶金设计研究院助理工程师，江苏现代资产管理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南京三能电力仪表有限公司资本运营主管；2002年2月起，江苏省盐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发展部高级主管；2008年5月起，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市办副处

级秘书，江苏井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上市办主任；2010年3月起，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2014年8月起， 江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6月

起，江苏省农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支部委员（2015.09-2017.09，兼任南京垦源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12-2021.02，兼任南京市溧水区苏垦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1年2月起至今，历任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党委

书记。

莫宗强简历

莫宗强，男，汉族，1964年5月出生，江苏赣榆人，1984年7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工

程硕士，高级经济师，现任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苏盐井神营销总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江苏省苏盐连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主要经历：1984年7月起，历任省青口盐场组织科干事、副科长；1986年9月起，历任江苏省盐业

公司劳动人事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人事劳资处副处长，劳动工资处副处长；2001年2月起，任

省盐业集团泰州盐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泰州市盐务局局长；2008年1月起，任苏南

盐业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10年8月起，任苏盐连锁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苏南盐业公司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2012年3月起，任苏盐连锁苏州分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苏州市盐

务局局长、党支部书记；2013年1月起，任新世纪盐化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2013年11月起，历

任苏盐连锁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党委委员、董事、执行总经理，南通有限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2021年2月起，任苏盐井神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苏盐井神营销总公司党委书记、总

经理，苏盐连锁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执行总经理，南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21年5月起，

任苏盐井神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苏盐井神营销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苏盐连锁公司执行董

事、总经理；2022年3月至今，任现职。

丁光旭简历

丁光旭，男，汉族，1968年2月出生，江苏淮安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在职大学学历。 1988年12

月参加工作，现任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分公司党委委员、书记、经理。

主要经历：1988年12月起，历任淮安热电厂安监科副科长，淮安盐化总厂运行部副主任、热电

车间副主任，江苏井神盐业有限公司热电车间主任、制盐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2006年6月起，历

任徐州盐业公司总经理助理，江苏瑞丰盐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11年4月起，任江苏井

神盐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12年7月起，历任江苏瑞洪盐业有限公司

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21年5月起，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2022年

4月起，兼任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党委委员、书记、经理。

张旭东简历

张旭东，男，汉族，1971年9月出生，江苏淮安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省委党校大学学历。 1990

年12月参加工作，现任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主要经历：1990年12月起，历任江苏淮海盐化厂销售科副科长、科长、销售部部长助理；2007年

5月起，历任江苏省瑞丰盐业有限公司销售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委委

员、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21年5月至今，任现职。

曹峰简历

曹峰，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7年11月出生，江苏南京人，东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公司证券法务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主要工作经历：自2006年6月起，历任南京市盐务局（南京市盐业公司）办公室副主任、江苏省

盐务局（江苏省盐业集团）办公室秘书，2011年6月起担任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

副主任（其中，2015年7月至2016年7月主持工作），2013年5月起兼任法律事务部部长，2016年8月

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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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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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2年6月28日

以现场会议及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6月2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5人，实际参加表决5人。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全体监事投票表决，选举刘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苏盐井神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6月29日

刘辉简历

刘辉，男，汉族，1969年9月出生，江苏沛县人，1990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学历，硕士学位，正高

级会计师，现任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规划投资部部长。

主要经历：1990年8月起，任江苏省盐业公司财务物价处成本会计、科员；1992年2月起，任徐州

盐业公司财务处主管会计、副科长、科长；2004年3月起，历任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

务部主管、副部长、部长；2013年1月起，江苏省盐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计划财务部部

长；2021年7月至今，任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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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时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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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前一交易日（2022年7月4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南京健友生化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4月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健友转债” ）将

停止转股。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2022年4月26日，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公司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3股。 在公司利润分配预案披

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现金分红（转增）比例

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关于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已经公司2022年5月25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南

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公司将根据公司于2020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修订稿）》中

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健友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2年7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上发布相关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2年7月4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健友转债”将停止转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健友转债”转股业务将恢复交易。 欲享受权益分派的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2年7月1日（含

2022年7月1日）之前进行转股，具体转股要求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 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披露的《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修订稿）》。

三、其他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5-86990789

特此公告。

南京健友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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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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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安徽润丰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丰投资” ）、王根九、王凤仙为一致行动人，分别持有公司股份3,

586,999股、1,595,285股、762,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944,2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43%。

●本次王根九质押1,000,000股，其一致行动人润丰投资、王凤仙此次未

新增质押股份。 本次质押系王根九个人融资业务需要。

●本次质押前，公司股东王根九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4,322,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72.71%，占公司总股本的5.40%；本次质押完成后，公司股东王根九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5,

322,000股，占其持股总数的89.53%，占公司总股本的6.65%。

公司于2022年6月28日接到公司股东王根九函告，获悉王根九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阳支

行就其持有公司的1,000,000股股份办理了股权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1、股份质押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是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 补 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质 押 用

途

王根九 否 1,000,000 否 否 2022-6-23

质权人申请解除

质押之日止

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庐阳支行

62.68% 1.25%

个 人 融

资 业 务

需要

润丰投资 否 0 - - - - - - - -

王凤仙 否 0 - - - - - - - -

合计 1,000,000 62.68% 1.25%

注：本次质押股份未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担保，且相关股份不具有潜在业绩补偿义

务的情况。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累

计质押数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 押 股

份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未质 押 股

份中 限 售

股份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王根九 1,595,285 1.99% 0 1,000,000 62.68% 1.25% 0 0 0 0

润丰投资 3,586,999 4.48% 3,560,000 3,560,000 99.25% 4.45% 0 0 0 0

王凤仙 762,000 0.95% 762,000 762,000 100.00% 0.95% 0 0 0 0

合计 5,944,284 7.43% 4,322,000 5,322,000 89.53% 6.65% 0 0 0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华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公告

2022年6月23日，华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复，核准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成为本公司全资控股股东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融证券” ）及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2022年6月27日，本公司全资控股股东华融证券发布《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更的公告》，公布其股权交割已完成，控股股东变更为国新资本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因本公司全资控股股东华融证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相应地，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中国

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变更后，本公司全资控股股东为华融证券，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华融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西证券90天滚

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申

购费率优惠活动结束的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2年5月6日发布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公募基金实行费率优惠的公告》，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山西证券90天滚动持有

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本公司决定自2022年7月1日起结束山西证券90天滚

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以下简称“本基金” ）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

动，详情如下：

一、适用基金

山西证券90天滚动持有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014476）

二、活动结束说明

自2022年7月1日起，本公司结束对投资者通过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交易系统申购的本基

金所享受的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费率1折优惠活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客服热线：95573

公募基金业务网址：http://publiclyfund.sxzq.com: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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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购买本基金并不等于将资

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

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其更新等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融通通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6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融通通和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融通通和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2825

基金管理人名称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冠頔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明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李冠頔

任职日期 2022年6月29日

证券从业年限 5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5

过往从业经历

李冠頔女士，南开大学金融学硕士，5年证券、基金行业从业经历，具有基金从业资格。2017年7月加入融通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担任固定收益研究员。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

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注册/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上述人员未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

理变更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6月29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基金经营机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监督管理办法》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和代任基金管理公司首席信息官

2.�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陈世涌

任职日期 2022-06-28

过往从业经历

陈世涌先生于 2018年5月加入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2018年8月担任常务

副总经理，于2019年3月担任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经营管理工作。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研究生、硕士

3.�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首席信息官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丁旺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2-06-28

是否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 否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已由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蜂巢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