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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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持股 5%以上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吴志刚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吴学群先生、吴学

亮先生、盛雅莉女士、吴学东先生及其视为一致行动人盛龙先生等 14 人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比例从 74.98%减少至 73.25%，权益变动比例为 1.73%。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桃李面包”或“公司”)� 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
收到公司 5%以上股东吴志刚先生及其视为一致行动人盛龙先生发来的通知。 截止
本公告日， 吴志刚先生及其视为一致行动人盛龙先生分别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5
月 26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11,40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视为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
其视为一致行动人

名称 吴志刚、盛龙

住所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青年大街 1-1 号市府恒隆办公楼 4015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5 月 25 日-2020 年 5 月 26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大宗交易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

人民币普通
股 11,400,000 1.73

合计 - - 11,400,000 1.73

（二）减持股份情况
截止 2020 年 5 月 26 日，吴志刚先生及其视为一致行动人盛龙先生通过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1,4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具体减持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日期 减持方式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吴志刚、盛龙 2020 年 5 月 25 日至 2020
年 5 月 26 日 大宗交易 11,400,000 1.73

合计 11,400,000 1.73

（二）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吴志刚、盛龙 无限售条 件流
通股 99,478,815 15.10 88,078,815 13.37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 何

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本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视为一致行动人拥

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吴志刚、吴学
群、吴学亮、盛
雅莉、盛龙等

14 人

合计持有股份 494,001,926 74.98 482,601,926 73.25

其中：无限售
条件股份 494,001,926 74.98 482,601,926 73.25

备注：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 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

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4、上述减持事项已披露有关减持计划，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披露的《桃

李面包关于董事、持股 5%以上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
号：2020-053）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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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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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司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以电话、邮件、微信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人。 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张世潮先生主持，会议
经认真研究，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1、经表决，与会董事一致选举宋卫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选举张世潮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调整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 经董事长及二分之一以上的独立董事提

名，董事会下属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变更如下：
1、战略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由宋卫东、赵建忠、于洋、徐勇四人组成；其中宋卫东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计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由代瑞萍、徐勇、张世潮三人组成；其中代瑞萍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提名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由宋卫东、于洋、徐勇三人组成；其中于洋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宋卫东、徐勇、代瑞萍三人组成；其中徐勇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一）、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提名，公司提名委员会通过，聘任：
1、赵建忠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李怀庆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经总经理赵建忠提名，提名委员会通过，会议以逐项表决方式通过如下

议案：
1、关于聘任张世潮为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关于聘任胡忠林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独立董事认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

情形，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所聘高级管理人员也具
有相应的任职资格，其工作能力、业务素质、个人品质都能够胜任公司的职责要
求。

四、关于聘任刘秀云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9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个人简历：
1、胡忠林，男，汉族，1966 年 11 月出生，本科学历。 1988 年参加工作，曾在包头

市印染厂、包头信华印染有限公司、内蒙古赛立特尔（集团）有限公司工作。 2010 年
11 月任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 年 5 月聘为公司副总经理。

2、刘秀云，女，汉族，1967 年出生，本科学历。 1986 年参加工作，曾在包头糖厂
厂办工作。 现任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部部长。

其他人员简历，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
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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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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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
际出席董事 9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选举赵林中先生（简历附后）为第九届董事会

董事长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选举傅国柱、江有归（简历附后）为第九届董事

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员组成情况和规范治理需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赵林中，成员：曾俭华、江有归
2、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葛劲夫，成员：曾俭华、王 坚
3、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李生校，成员：葛劲夫、赵林中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曾俭华，成员：李生校、付海鹏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四、审议通过《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傅国柱为公司总经理。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五、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付海鹏、卢伯军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赵海、王坚、应叶华、张

玉兰为公司副总经理。（上述人员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六、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王燕（简历附后）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七、审议通过《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张玉兰（简历附后）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上述人员简历
赵林中，男，1953 年 11 月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

师、副研究馆员，第九届、十届、十一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国务院特殊津
贴获得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历任公司总经理、董事长等职，现任公司董
事长，富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甘肃上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傅国柱，男，1963 年 2 月出生，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全国纺织系
统劳动模范。 历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富润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富润印染有限公司董事长。

江有归，男，1975 年 9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数字营销委员会理事、第十
届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副会长、杭州大数据产业联盟理事、杭州市云计算与大数据
副理事长、浙江大学大数据跨界服务科技联盟指导委员会委员。 现任公司副董事
长、杭州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付海鹏，男，1977 年 12 月出生，大学文化，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杭州
泰一指尚科技有限公司 CEO。

卢伯军，男，1971 年 1 月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公司监
事、证券事务代表、董事、董事会秘书、常务副总经理等职，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

赵 海，男，1979 年 11 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浙江
富润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浙江富润印染公司副总经理。

王 坚，男，1966 年 5 月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历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董事、财务部经理等职，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应叶华，女，1950 年 12 月出生，工程师，中共党员。 历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富润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燕，女，1971 年 12 月出生，大学文化，高级会计师，中共党员。 历任公司监
事、财务部经理等职，现任公司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张玉兰，女，1986 年 6 月出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 曾任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太原狮头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证券部经理。
2019 年 2 月起就职于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况。

股票代码：600387 股票简称：海越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20-028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违规担保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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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截止 2020 年 5 月 19 日， 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余额累计 6.066

亿元，具体金额详见下表：
被担保方 期末担保余额 担保方式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38,000,000.00 质押融资 2019 年 6 月 27 日 2024 年 6 月 27 日
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25,000,000.00 质押融资 2019 年 6 月 28 日 2024 年 6 月 28 日
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50,000,000.00 质押融资 2019 年 9 月 9 日 2020 年 9 月 9 日
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53,000,000.00 质押融资 2019 年 9 月 11 日 2020 年 9 月 11 日

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90,000,000.00 质押融资 2019 年 10 月 14 日 2020 年 10 月 14 日
洋浦国兴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95,400,000.00 质押融资 2019 年 10 月 15 日 2020 年 10 月 15 日

浙江海越科技有限公司 158,200,000.00 质押融资 2019 年 10 月 24 日 2020 年 10 月 24 日
上海海航物联网有限公司 97,000,000.00 质押融资 2020 年 3 月 26 日 2021 年 3 月 25 日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发布了《关于解除违规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临 2020-027），为尽快消除违规担保对公司的影响，经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努力，已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解除 4.142 亿元质押融资担保。 截至 2020 年 5
月 25 日，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余额累计 1.924 亿元。

二、解除担保情况
经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努力，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解除 1.924 亿元

质押融资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余额累计 0 元，上述担保

已全部解除。
特此公告。

海越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本公司董事会 、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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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持股 5%以上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5%以上股东

吴志刚先生及视为一致行动人盛雅萍女士、 董事盛龙先生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14,906,193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17.44%；吴志道先生及吕长恩先生等 6 位视为一
致行动人的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068,771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6%。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7 日，披露了《桃李面包关于董事、持股 5%以上股东及视为

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53）。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内，公
司 5%以上股东吴志刚先生及视为一致行动人的董事盛龙先生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
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11,400,0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3%；吴志
道先生及吕长恩先生等 6 位视为一致行动人的股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
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 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 上述减持股份计划
的减持数量已过半，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吴志刚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81,953,839 12.44%

IPO 前取得：81,943,759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10,080 股

盛龙 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 17,524,976 2.66%

IPO 前取得：17,516,516 股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8,460

股

盛雅萍 5%以下股东 15,427,378 2.34% IPO 前取得：15,427,378 股

吴志道 、 吕长恩等 6
位股东 5%以下股东 1,068,771 0.16% IPO 前取得：1,068,771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吴志刚 81,953,839 12.44% 控股股东
吴学群 164,487,770 24.96% 控股股东
吴学亮 100,119,417 15.20% 控股股东
盛雅莉 66,537,037 10.10% 控股股东
吴学东 33,838,949 5.14% 控股股东

吕长恩、盛雅萍、吴志道 、盛利 、肖
蜀岩、盛杰、盛玲、费智慧、盛龙 47,064,914 7.14%

吴志道为吴志刚的弟弟，
吕长恩为吴志刚配偶的
妹夫，盛雅萍、盛玲、盛杰
为吴志刚配偶的妹妹、盛
利为吴志刚配偶的弟弟、
肖蜀岩为吴志刚的儿媳，
费智慧为吴志刚配偶的
弟媳，盛龙为吴志刚配偶
的弟弟

合计 494,001,926 74.98% —

注：吴学群、吴志刚、吴学亮、盛雅莉和吴学东五人于 2018 年 12 月 22 日续签了
一致行动人协议，协议成为公司一致行动人。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司
本着审慎的原则，将盛龙、吴志道、吕长恩、盛雅萍、盛利、肖蜀岩、盛杰、盛玲、费智
慧视为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公司股份总数 1%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
格区间
（元/股）

减持总
金额
（元）

当前
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股
比例

吴志刚、盛龙 11,400,000 1.73%
2020/5/
25～2020/
5/26

大宗交易 43.52-
45.50

496,92
8,600

88,078,
815 13.37%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减持计划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大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并督促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
求。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

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

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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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减持股份的董事、大股东及视为一致行动人将根据自身资金安
排、股票市场情况、本公司股价情况、监管部门政策变化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
股份减持计划。 在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规章制度，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
无
特此公告。

桃李面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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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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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4,102,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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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4.4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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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张世潮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和

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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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宋卫东、吴谊刚、吴振清、独立董事张毅、

于洋、徐勇，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吴孟璠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李怀庆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副总经理胡忠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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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94,597 99.9970 7,800 0.003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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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94,597 99.9970 7,800 0.003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 年度报告及 2019 年度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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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94,597 99.9970 7,800 0.003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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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94,597 99.9970 7,800 0.003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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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94,597 99.9970 7,800 0.003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核销部分资产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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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94,597 99.9970 7,800 0.003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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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94,597 99.9970 7,800 0.003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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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094,597 99.9970 7,800 0.0030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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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 选举宋卫东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9.02 选举张世潮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9.03 选举赵建忠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9.04 选举李怀庆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9.05 选举吴谊刚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9.06 选举吴振清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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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选举徐勇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10.02 选举于洋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
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10.03 选举代瑞萍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3、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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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选举张涛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
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11.02 选举吴孟璠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的议案 264,094,197 99.9968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263,455,6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638,984 98.7940 7,800 1.2060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32,984 80.8748 7,800 19.1252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606,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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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08,200 98.7337 7,800 1.2663 0 0.0000

9.01 选举宋卫东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7,800 98.6688

9.02 选举张世潮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7,800 98.6688

9.03 选举赵建忠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7,800 98.6688

9.04 选举李怀庆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7,800 98.6688

9.05 选举吴谊刚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7,800 98.6688

9.06 选举吴振清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7,800 98.6688

10.01 选举徐勇为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607,800 98.6688

10.02 选举于洋为第八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607,800 98.6688

10.03 选举代瑞萍为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607,800 98.6688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议案， 分别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

过。 其中，议案 9、10、11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投票选举，提名候选人均获当选。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文胜、马鹏瑞、王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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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7 日

证券代码：600191 证券简称：华资实业 公告编号：2020-018

包头华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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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选举骆丹君女士（简历附后） 为公司监事会主

席。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弃权，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骆丹君，女，1972 年 8 月出生，大学文化，中共党员，副研究馆员。现任本公司监

事会主席，富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
上述人员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

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其他情况。

证券代码：600070 证券简称：浙江富润 公告编号：临 2020-028 号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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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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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6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诸暨陶朱南路 12 号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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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9,413,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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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3.4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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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董事
长赵林中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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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董事程惠芳女士、吴奇石先生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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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70,060 99.9744 43,300 0.025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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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70,060 99.9744 43,300 0.0256 0 0.0000
3、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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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70,060 99.9744 43,300 0.025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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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70,060 99.9744 43,300 0.025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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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70,060 99.9744 42,300 0.0250 1,000 0.000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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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71,060 99.9750 42,300 0.025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奖励基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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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370,060 99.9744 43,300 0.025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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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赵林中 169,370,061 99.9744 是
8.02 傅国柱 169,371,061 99.9750 是
8.03 江有归 169,370,061 99.9744 是
8.04 付海鹏 169,370,061 99.9744 是
8.05 陈黎伟 169,370,061 99.9744 是
8.06 王? 坚 169,370,061 99.9744 是

2、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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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 曾俭华 169,370,062 99.9744 是

9.02 李生校 169,370,061 99.9744 是

9.03 葛劲夫 169,370,061 99.9744 是

3、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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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 骆丹君 169,370,061 99.9744 是

10.02 徐航芳 169,370,061 99.9744 是

10.03 高? 静 169,370,061 99.9744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32,749,15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
股股东 36,620,9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42,300 97.6905 1,000 2.3095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0 0.0000 42,300 97.6905 1,000 2.3095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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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0 0 42,300 97.6905 1,000 2.3095

7 关于计提奖励基 金
的议案 0 0 43,300 100 0 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方为有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张雪婷、苏致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
《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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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富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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