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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申万宏源-东兴证券融
出资金债权 1 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摘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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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申万宏源 - 东兴证券融出资金债权 1 号 1 期资产支持专项计划”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摘牌。

相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56165 156166

简称 东兴 1优 东兴 1次

起息日 2018/10/30 2018/10/30

到期日 2020/4/30 2020/4/30

评级 AAA -
预期年收益率 4.50% -
发行规模（亿元） 9.5 0.5

面值（元） 100 100

兑付方式

专项计划设立日起每满六个月的日历
对应日（若非工作日则相应顺延至距该
日最近的一个工作日）付息，专项计划
设立日起第十八个月之日历对应日（若
非工作日则相应顺延至距该日最近的
一个工作日）还本

在专项计划终止时向次级资产支持证
券持有人分配剩余收益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0777 证券简称：新潮能源 公告编号：2020-026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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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
(二 )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1 号金地中心 A 座 10 层

（1007�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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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916,924,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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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5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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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全部议案进行表决。 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刘珂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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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3 人授权），董事刘斌、徐联春、范啸川因疫情

防控未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陈启航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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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3,881,922 59.5845 1,581,670,389 40.3804 1,372,240 0.0351
2、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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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9,338,422 59.4685 1,584,972,449 40.4647 2,613,680 0.0668
3、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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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5,223,402 59.6187 1,580,017,969 40.3382 1,683,180 0.0431
4、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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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4,347,602 59.5964 1,581,147,369 40.3670 1,429,580 0.0366
5、议案名称：《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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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460,902 59.3950 1,589,763,669 40.5870 699,980 0.018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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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603,424 59.5519 1,582,038,347 40.3898 2,282,780 0.0583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内控报告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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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500,424 59.4982 1,584,974,047 40.4647 1,450,080 0.0371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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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8,244,724 59.4406 1,587,183,547 40.5211 1,496,280 0.0383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0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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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2,335,422 59.5450 1,583,041,549 40.4154 1,547,580 0.0396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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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1,937,322 59.5349 1,583,436,189 40.4254 1,551,040 0.0397
11.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选举刘珂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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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612,852 59.5010 1,586,235,799 40.4969 75,900 0.0021
11.02、议案名称：选举宋华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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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329,612 59.4172 1,588,470,399 40.5540 1,124,540 0.0288
11.03、议案名称：选举范啸川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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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9,990,512 59.4852 1,586,622,399 40.5068 311,640 0.0080
11.04、议案名称：选举刘斌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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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7,961,688 45.3917 2,138,542,063 54.5974 420,800 0.0109
11.05、议案名称：选举徐联春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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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344,912 59.3921 1,589,225,099 40.5732 1,354,540 0.0347

12.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议案名称：选举张晓峰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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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587,012 59.3217 1,591,138,069 40.6221 2,199,470 0.0562
12.02、议案名称：选举杨旌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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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878,712 59.4312 1,587,497,969 40.5291 1,547,870 0.0397
12.03、议案名称：选举杜晶女士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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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803,712 59.4293 1,587,599,369 40.5317 1,521,470 0.0390
13.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选举刘思远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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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6,930,912 59.4070 1,588,590,469 40.5570 1,403,170 0.0360

13.02、议案名称：选举陆旭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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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711,912 59.3249 1,591,828,869 40.6397 1,383,770 0.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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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1,524,959,364 56.3747 1,178,707,427 43.5745 1,372,240 0.0508

2 《2019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1,520,415,864 56.2067 1,182,009,487 43.6965 2,613,680 0.0968

3 《2019 年年度报
告及摘要》 1,526,300,844 56.4243 1,177,055,007 43.5134 1,683,180 0.0623

4 《2019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 1,525,425,044 56.3919 1,178,184,407 43.5551 1,429,580 0.0530

5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1,517,538,344 56.1004 1,186,800,707 43.8736 699,980 0.0260

6

《关于续聘财务
报告审计会计师
事务所并支付其
报酬的议案》

1,523,680,866 56.3275 1,179,075,385 43.5881 2,282,780 0.0844

7

《关于续聘内控
报告审计机构并
支付其报酬的议
案》

1,521,577,866 56.2497 1,182,011,085 43.6966 1,450,080 0.0537

8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薪酬的议
案》

1,519,322,166 56.1663 1,184,220,585 43.7783 1,496,280 0.0554

9

《关于预计 2020
年度为子公司提
供担保情况的议
案》

1,523,412,864 56.3175 1,180,078,587 43.6251 1,547,580 0.0574

10
《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使用用
途的议案》

1,523,014,764 56.3028 1,180,473,227 43.6397 1,551,040 0.0575

11.01
选举刘珂先生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1,521,690,294 56.2539 1,183,272,837 43.7432 75,900 0.0029

11.02

选举宋华杰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518,407,054 56.1325 1,185,507,437 43.8258 1,124,540 0.0417

11.03

选举范啸川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521,067,954 56.2309 1,183,659,437 43.7575 311,640 0.0116

11.04
选举刘斌先生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969,039,130 35.8234 1,735,579,101 64.1609 420,800 0.0157

11.05

选举徐联春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517,422,354 56.0961 1,186,262,137 43.8537 1,354,540 0.0502

12.01
选举张晓峰先生
为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1,514,664,454 55.9941 1,188,175,107 43.9245 2,199,470 0.0814

12.02
选举杨旌女士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518,956,154 56.1528 1,184,535,007 43.7899 1,547,870 0.0573

12.03
选举杜晶女士为
公司第十一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1,518,881,154 56.1500 1,184,636,407 43.7936 1,521,470 0.0564

13.01

选举刘思远先生
为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1,518,008,354 56.1177 1,185,627,507 43.8303 1,403,170 0.0520

13.02

选举陆旭先生为
公司第十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1,514,789,354 55.9987 1,188,865,907 43.9500 1,383,770 0.051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议案 1———议案 8、议案 10、议案 11.01———11.03、

议案 11.05、议案 12.01———12.03、议案 13.01———13.02 均获得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11.04 未获得由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议案 9 为特别决议议案， 该项议案未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
过。

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京知律师事务所
律师：娄允、庞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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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1198 证券简称：东兴证券 公告编号：2020-03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注册批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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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关于同意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751 号）（以下简称“批复”）。 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200 亿元公司债券的注册
申请；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
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24 个月内有效；
五、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并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批复的要求办理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证券代码：600785 证券简称：新华百货 公告编号：2020-017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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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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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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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1 日 上午 9 点 30� 分
召开地点：新百集团大楼十层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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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5 月 21 日
至 2020 年 5 月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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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租赁房产的议案》 √

2 审议《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
年度报酬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议案已相应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5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 1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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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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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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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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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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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具备出席会议资格的股东代表，凭个人身份证原件、股东帐户卡及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持法人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受委托代理人凭授权委托书、本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人证券帐户卡进行
登记；
3、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4、登记地点: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5、登记时间：2020 年 5 月 18 日—5 月 20 日（节假日除外）
六、其他事项
1、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2、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宁夏银川市兴庆区解放东街 211 号（新百集团大楼十层）。
邮政编码：750001
联系人：李宝生 李丹
联系电话：0951－6071161
传 真：0951－6071161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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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的贵

公司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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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关于公司租赁房产的议案》

2 审议《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及其年度报酬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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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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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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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职工
代表大会， 选举了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于 2020 年 4 月 10 日任期届满，为了保证公
司董事会、监事会正常运行，根据公司章程第九十六条中“董事会成员中由职工代
表担任董事的名额为一名。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
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后，直接进入董事会”，第一百三十七条中“职工
担任的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或更换” 的规
定，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推选韩笑女士出任
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推选訾晓萌女士出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
代表监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届监事
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职工代表韩笑女士出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訾晓萌女士出任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无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韩笑女士、訾晓萌女士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6 日

附件 ：
简历

韩笑：女，出生于 1970 年，1991 年参加工作，曾在中国石化北京燕山石化公司
从事会计核算及资金管理工作， 历任中石化北京燕山石化有限公司资金管理中心
科长、中国医药工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国医药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
国科学器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 2018 年 11 月 11 日至今，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2018 年 8 月 22 日至今，任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訾晓萌：女，出生于 1988 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曾任职于中国证券监
督委员会、中金创新（北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起，任山东新潮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行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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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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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要内容提示 :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 最早可追溯到

1986 年成立的中信会计师事务所，至今已有延续 30 多年的历史，是国内成立最早、
存续时间最长,� 也是唯一一家与当时国际“六大”之一永道国际有七年合资经历的
本土会计师事务所。 2000 年，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正式成立，2012
年，信永中和由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注册地址：北京
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8 层，注册资本：3,600 万元。

信永中和具有以下从业资质：
（1）财政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2）首批获准从事金融审计相关业务；
（3）首批获准从事 H 股企业审计业务；
（4）军工涉密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资质。
信永中和是首批获得证券执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 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

制度和内部管理制度，从事过大量各类证券服务业务，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队
伍。

信永中和总部位于北京，并在深圳、上海、成都、西安、天津、青岛、长沙、长春、
大连、广州、银川、济南、昆明、福州、南京、乌鲁木齐、武汉、杭州、太原、重庆、南宁、
合肥和郑州等地设有 23 家境内分所。

信永中和已加入 ShineWing� International （信永中和国际） 会计网络，为
ShineWing� International� 的核心成员所。 信永中和是第一家以自主民族品牌走向世
界的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在香港、新加坡、日本、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埃及、马来西
亚、英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德国、台湾、泰国设有 13� 家境外成员所（共计 56� 个
办公室）。 ShineWing� International� 目前在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Bulletin（国际会
计公报，简称 IAB）公布的国际会计机构全球最新排名位列第 19� 位。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百货公司）审计业务由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银川分所（以下简称信永中和银川分所）具体
承办。 信永中和银川分所前身为宁夏会计师事务所，1984 年 1 月 24 日经宁夏回族
自治区财政厅批准成立，2009 年 8 月加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信永中和由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制事务所，信永中和银
川分所同时更名为“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银川分所”。 负责人为
李耀忠，注册地址为银川市兴庆区湖滨西街 65 号投资大厦 11 层，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为 916401036943003308，已取得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厅颁发的执业证书（证书编
号：110101366402）。

信永中和银川分所的经营范围：审查企业会计报表、出具审计报告；验证企业
资本（金）、出具验资报告；办理企业合并、分立、清算事宜中的审计业务、出具有关
的报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审计业务、会计咨询、会计服务业务。

信永中和银川分所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证券服务业务， 并已按信永中和统一
的管理体系建立了完备的质量控制制度、内部管理制度。

2.人员信息
信永中和首席合伙人是叶韶勋先生，截止 2020 年 2 月 29 日，合伙人（股东）228

人，注册会计师 1679 人（2018 年末为 1522 人）。 从业人员数量 5331 人，从事过证券
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800 人。

3.业务规模
信永中和 2018 年度业务收入为 173,000 万元，净资产为 3,700 万元。
信永中和 2018 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项目 236 家，收费总额 26,700 万元，涉及

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和燃气生产供应业和交
通运输与仓储物流业等，资产均值在 1,870,000 万元左右。

4.投资者保护能力
信永中和已购买职业保险并涵盖因提供审计服务而依法所应承担的民事赔偿

责任，2018 年度所投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 15,000 万元。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信永中和及其从业人员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

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信永中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行政处罚一次、行政监管措施六次，无刑

事处罚和自律监管措施。
（二）项目成员信息
1．人员信息
拟签字项目合伙人：司建军，中国注册会计师，自 1997 年开始从事注册会计师

业务以来，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改制及申报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和并
购重组审计等证券相关服务业务，从事证券业务 22 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拟担任质量控制复核人:� 王贡勇， 中国注册会计师， 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多年，
负责审计和复核多家上市公司的年报审计业务，证券服务业务经验丰富。

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朱银玲，中国注册会计师，自 2015 年开始从事注册会计师
业务以来，为多家上市公司提供过 IPO� 改制审计、上市公司年报审计等证券相关
服务业务，从事证券业务 4 年，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

2．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独立复核合伙人、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均具有

丰富的行业服务经验，均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
求的情形。

本次拟安排的项目签字合伙人于 2017 年 8 月受到证券监管部门出具警示函的
监督管理措施，已完成整改，不影响目前执业；拟安排的独立复核合伙人、项目签字
注册会计师最近三年未有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处分的情
况。

（三）审计收费
2020 年度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78 万元，其中财务报表审计费用 58 万元，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 20 万元。 本期审计费用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新华百货公司
协商确定，与 2019 年度审计费用相同。

二、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已召开会议，对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 在 2019 年为公司提供的审计工作进行了核实并查阅了其有关资格证
照、相关信息和诚信记录后，认可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
投资者保护能力等，同意将公司《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及其年度报酬的预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公司关于拟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是一家主要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的

会计师事务所，依法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能够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能够满足公司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以及财务
审计工作的要求。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必要的独立性、专业
胜任能力及投资者保护能力。 公司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同意聘请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3、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年度报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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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租赁房产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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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公司拟与宁夏宁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阳房地产”）签订房屋

租赁合同， 将租赁其拥有的位于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西路宁阳文化商业广场地上
1-6 层部分房产， 租赁面积合计约 7.14 万平方米。 宁阳房地产与本公司无关联关
系。

一、拟租赁房产情况概要等说明
1、本公司拟与宁阳房地产达成协议，将租赁其所属位于银川市西夏区怀远西

路宁阳文化商业广场地上 1-6 层部分房产，总租赁面积约 7.14 万平方米，租期 15
年，保底租金及物业费合计约 6.30 亿元（含租金递增）。

2、 公司将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根据后续该项目整体经营收益情况，
对租金的实际支付进行必要调整。

二、宁夏宁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介
名称：宁夏宁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文萃路 56 号
主要办公地点：宁夏银川市西夏区文萃路 56 号
法定代表人：贾金贵
注册资本：肆仟陆佰万圆整
主要经营业务：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销售；信息服务、社区服务。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宁夏宁阳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出资 4,60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100%。
三、拟租赁房产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该租赁项目房产位于银川市西夏区，北邻宣和巷，西靠欣意巷，东接文萃北街，

南为怀远西路。 总建筑面积 197,098.60 平方米，地上总建筑面积 130,675 平方米，地
下总建筑面积 66,423.53 平方米，整体由商业、公寓、酒店、写字楼等组成，有地下大
型停车场车位 1366 个。 2018 年 12 月 29 日，宁阳广场购物中心正式建成开业。

截至目前，公司已在西夏区开设社区百货店铺 1 家，新百电器连锁店 3 家，新
百连超店铺（大卖场、生超、社区便利）16 家。 公司租赁宁阳广场项目后，将填补公
司在西夏区无大型购物中心的空白。

公司后续将以宁阳广场项目为依托，围绕“商、贸、文、旅”四大主题，倾力打造
多功能化的城市生活空间，为青年学生、城镇居民、旅游群体提供一个体验民族风
情、品尝特色美食、欣赏文化演艺、尽享休闲娱乐，集满足消费者一站式、体验式消
费需求的城市综合体。 公司将充分发挥各业态店铺在西夏区商圈的协同联动经营
效应，不断提升公司在西夏区商圈的经营优势。

四、审议程序
1、 本租赁房产事项已经公司 2020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
2、本租赁房产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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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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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上午九时在公司集团总部十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
到 9 人。 会议由董事长曲奎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租赁房产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租赁
房产的公告》（2020-015 号）。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年度

报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2020-016 号）。 ）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
公司拟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采取

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详见公司 2020 年 5 月 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20-017 号）。 ）

三、上网公告附件
1、独立董事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意见。
四、备查文件
1、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前认可意见；
3、第八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银川新华百货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4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