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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外國債券投資。前值4,926億
一周外國投資日本股票。前值727億
5月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前值49.9

下半年現金預算收支(新西蘭元)。前值40億赤字
5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48.5。前值48.0；服務業(PMI)
預測51.9。前值51.4；綜合採購(PMI)前值50.6

5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2.3。前值52.1；服務業(PMI)
預測53.9。前值54.0；綜合採購(PMI)前值54.1

3月未經季節調整的經常賬。前值138億盈餘

3月經季節調整的經常賬。預測260億盈餘。前值264億盈餘

3月凈投資。前值凈流入132億

5月Markit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預測52.0。前值52.0；服務業(PMI)
預測53.9。前值54.1；綜合採購(PMI)預測53.8。前值53.9

4月薪資指數月率。前值持平；年率。前值+1.0%
4月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4%。前值-0.5%；年率。預測+3.8%。前值+4.2%

4月扣除能源的零售銷售月率。預測+0.3%。前值+0.2%；年率。預測+3.7%。前值+5.0%
5月工業聯盟(CBI)總工業訂單差值。前值正1
一周初請失業金人數(5月16日當周)。預測27.1萬人。前值26.4萬人

四周均值(5月16日當周)。前值27.175萬人
續請失業金人數(5月9日當周)。預測223.1萬人。前值222.9萬人
4月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全國活動指數。前值負0.42
4月成屋銷售年率。預測524萬戶。前值519萬戶
4月領先指標月率。預測+0.3%。前值+0.2%
5月費城聯邦儲備銀行製造業指數。預測8.0。前值7.5
5月堪薩斯聯儲製造業指數。前值負2
5月堪薩斯聯儲綜合指數。前值負7

馮 強金匯 動向 寬帶效應 聚焦五大趨勢股

美樓市數據勁 美元重新企穩
瑞士央行副總裁丹亭周二稱，該央行很明白負利

率構成的風險，央行曾利用負利率來抑制瑞郎的迅
猛漲勢。據一份丹亭在日內瓦講話的演講初稿，他
還表示，若有必要，瑞士央行有可能再度擴大資產
負債表規模。瑞士央行1月意外棄守瑞郎兌歐元的
上限，導致瑞郎猛漲，引發對高度依賴出口的瑞士
經濟的擔憂。自那以後，瑞士央行就實施負利率，
以阻止出現過度的貨幣流動。瑞郎後來縮減了部分
漲幅，因市場揣測，瑞士央行或許在外匯市場進行
干預，以削弱瑞郎。丹亭說，繼續實施瑞郎匯率上
限，將會使央行資產負債表擴大至過高的危險水
平，會使未來貨幣政策正常化的任務變得更為困
難，因為那還要求消除過多的流動性。

美元兌瑞郎上試0.965
美國強勁樓市數據重燃對美聯儲將在今年晚些時

候加息的預期，推動美元全線上漲。美元指數周三
早盤漲至兩周高點95.80上方。數據顯示，美國4月
房屋開工跳升至近七年半最高，建築許可急增，重
燃美國經濟在首季滑入低谷後強勁反彈的希望。美
元兌瑞郎則漲至0.94水平的兩周高位。

圖表走勢分析，於5月7日及5月14日，美元兌
瑞郎分別觸低於0.9065及0.9073，一方面守穩着
0.90這個關口，同時亦衍生出一雙底形態，頸線位
置處於0.9360，在明確破位的情況下，料可進一步
延伸漲勢，形態幅度計算，目標可看至0.9650。
至於較近阻力可先參考250天平均線0.9410，下一
關鍵在200天平均線0.9515，此區亦為延伸自三月
的下降趨向線，進而突破此區將更為鞏固美元兌
瑞郎的強勢。下方支持預估為0.9240及0.9140水
平。
英鎊兌美元周二回落至1.55美元下方，因美元反
彈，且數據顯示上月英國消費物價同比下降，為
1960年以來首次。美元連續兩日走高，阻止了英
鎊的漲勢。英國4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下
滑0.1%，提升了英國央行一直到明年都將維持利
率不變的預期。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上周五表
示，他將在7月8日公布進一步大幅削減公共支出
的規劃，投資者擔心這將使英央行較長時間內不
升息。另外，如果英國民眾在保守黨承諾的2017
年公投中投票支持脫離歐盟，投資者亦愈加擔心
此事的影響。

澳元上周受制81.65美仙阻力後掉頭偏
弱，先後跌穿81及80美仙水平，本周初
跌幅擴大，周三更一度走低至78.85美仙1
周多低位。澳元上周輕易重上81美仙水
平，主要受惠於美元偏弱，隨着美國聯儲
局本周三將公布4月份會議記錄，再加上
希臘債務談判遲遲未有結果之際，歐元連
日下跌，帶動美元持續反彈，導致澳元周
三進一步失守79美仙水平，不利澳元短期
表現。
另一方面，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資料顯
示，中國4月份從澳洲進口的商品總值以
人民幣計價，按月下降近8.1%，1月至當
月累計同比則下跌28.2%，而中國4月份
全國進口鐵礦砂及其精礦總值則按月下跌
9.1%，數據顯示澳洲向中國的出口值有持
續下降傾向。雖然澳洲央行先後在2月及5
月份作出降息行動，不過澳洲鐵礦石出口
值持續下跌，不利澳洲出口表現，引致澳
洲央行副行長 Philip Lowe 在澳元重上80
美仙水平之際，本周初迅速表示央行將在
有需要時作出降息行動，反映澳洲財金官
員不欲澳元反彈幅度過急之外，更預示澳

洲央行的降息行動可能未完結，不利澳元表現。
預料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7.80美仙水平。

美元強彈 金價料跌穿1200
周二紐約6月期金收報1,206.70美元，較上日
下跌20.90美元。受到歐元匯價迅速回吐上周所
有升幅，同時美元兌日圓本周三反覆攀升至
121.10兩個月高位影響，美元匯價持續偏強，對
金價構成下行壓力，導致現貨金價本周二跌幅明
顯擴大，周三更一度反覆走低至1,203美元1周低
位。美國本周五將公布4月份通脹數據，而美國
聯儲局主席耶倫亦於同日發表言論，將繼續限制
金價升幅，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跌穿1,200美元
水平。

金匯錦囊
澳元：澳元將反覆走低至77.80美仙水平。
金價：現貨金價將反覆跌穿1,200美元水平。

減
息
口
術

澳
元
破
位
而
下

統一新亞洲科技能源基金經理人林子欽
指出，智慧手機龍頭蘋果iPhone 6/6 Plus
全球熱銷，尤其是在中國市場銷量取得大
躍進，經調整銷售策略後，蘋果終於在今
年第一季首度打敗本土品牌小米，奪下中
國市場智慧手機賣座冠軍，而中國市場的
銷量也首度超越美國，成為蘋果最大市
場。

看好寬帶智能化行動支付
他指出，蘋果iPhone產品銷售周
期有一定節奏，通常在第三季新品
上市前，第二季銷量往往因市場觀
望等待而受影響，然而，今年受惠

中國市場需求旺盛，銷量可
望維持高檔，而預期在新品
正式發表後，照例又將掀起
一波搶購熱潮，半導
體、蘋果相關供應鏈前
景亮麗，日本、台灣與中
國大陸的一線關鍵零組件廠
商業績持續看好。

林子欽指出，現階段亞洲
科技產業最蓬勃發展的重鎮
當屬中國，亦是最值得加碼
的重點股市。他認為，中國
政府貨幣寬鬆政策不變，房
市也保持穩定，投資人風險
偏好提升，各路資金持續入
市，A股全年看好，布局側重
在深圳中小板與創業板，受
惠於戰略扶持的新興產業。

無人機新趨勢正在崛起
投資亮點方面，林子欽表

示，跟緊政策主軸是重點，
今年中國政府加速推動的包
括互聯網+、智慧城市、寬帶
中國等，催化了次產業高速成長，看好大
數據、電子商務、行動支付、安防監控、
光通訊、智能車、機器人等，尤其是中小
型企業市值將會隨着業績成長，還有向上
推升的空間。
林子欽表示，看好無人機的新趨勢正在

崛起，無人機應用除了既有的專業攝影、
圖資市場之外，大眾化的消費娛樂、短距
農業噴灑、安全監控等市場正快速成長；
多家業者如亞馬遜、谷歌、阿里巴巴、淘
寶則正積極尋求運用無人機快遞貨物服
務，潛在商機無限。

統一新亞洲科技能源基
金表示，蘋果 iPhone 銷
售火熱，再加上第三季新
品有望提前推出，亞洲供
應鏈進入積極備貨狀態，
拉貨力道較預期強勁，旺
季行情提前加溫；此外，
中國官方加速推進「寬帶
中國」等新興戰略，激勵
A股資訊科技類股持續爆
發。建議趁第二季下旬加
碼科技股，看好五大趨
勢股類，包括蘋果概
念股、寬帶中國概念
股、智能化、無人機
與行動支付。

英皇金融集團(香港) 黃美斯金匯 出擊

■責任編輯：劉偉良 2015年5月21日（星期四）

證券代碼：600841  900920　　　證券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公告編號：2015-010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
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本次會議是否有否決議案：無
　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5年5月20日
　本次股東大會所採用的表決方式是現場投票和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
　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召開的日期時間：2015年5月20日13點30 分。召開地點：上海柴油機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楊浦區軍工路2636 號）辦公大樓會議室。
　網絡投票的系統、起止日期和投票時間：
　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網絡投票起止時間：自2015年5月20日至2015年5月20日。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絡投票系統，通過交易系
統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交易時間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過互
聯網投票平台的投票時間為股東大會召開當日的9:15-15:00。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楊浦區軍工路2636 號）辦公大樓會議室
(三) 出席會議的普通股股東和恢復表決權的優先股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情況：

1、出席會議的股東和代理人人數 59

其中：A股股東人數 20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39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450,169,894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440,222,358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9,947,536

3、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股份數佔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比例（%） 51.9413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0.7935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1478

(四) 表決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主持情況等。
　本次會議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由公司董事會依法召集，藍青松董事長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其餘董事因前期已有公務安排而未能出席本次會議並向公司請假。
　公司在任監事3人，出席2人，其餘監事因前期已有公務安排而未能出席本次會議並向公司請假。
　公司董事會秘書出席本次會議，公司其他高級管理人員列席了本次會議。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上
海市金茂律師事務所委派袁傑律師、韓春燕律師出席本次會議。
　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議案名稱：2014年度董事會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440,222,334 99.99 0 0.00 24 0.01

B股 9,947,53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450,169,870 99.99 0 0.00 24 0.01

　議案名稱：2014年度監事會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440,222,334 99.99 0 0.00 24 0.01

B股 9,675,612 97.26 271,924 2.74 0 0.00

普通股合計： 449,897,946 99.93 271,924 0.06 24 0.01

　議案名稱：2014年度財務決算及2015年度財務預算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440,222,334 99.99 0 0.00 24 0.01

B股 9,947,53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450,169,870 99.99 0 0.00 24 0.01

　議案名稱：2014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440,222,334 99.99 0 0.00 24 0.01

B股 9,947,53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450,169,870 99.99 0 0.00 24 0.01

　股東大會同意以公司2014年末總股本866,689,830股為基數，每10 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0.52元（含稅），
剩餘未分配利潤結轉至以後年度分配。
　議案名稱：關於聘請2015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440,222,334 99.99 0 0.00 24 0.01

B股 9,675,612 97.26 0 0.00 271,924 2.74

普通股合計： 449,897,946 99.93 0 0.00 271,948 0.07

　股東大會同意公司繼續聘請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年報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向其
支付年度報酬最高為100萬元人民幣（不含稅）。

　議案名稱：關於聘請2015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440,222,334 99.99 0 0.00 24 0.01

B股 9,675,612 97.26 0 0.00 271,924 2.74

普通股合計： 449,897,946 99.93 0 0.00 271,948 0.07

　股東大會同意公司續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5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機
構，向其支付年度報酬最高為28.30萬元人民幣(不含稅) 。
　議案名稱：2014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議案名稱：2014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440,222,334 99.99 0 0.00 24 0.01

B股 9,947,53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450,169,870 99.99 0 0.00 24 0.01

　議案名稱：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2015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23,769,804 99.99 0 0.00 24 0.01

B股 5,268,764 52.96 4,678,772 47.04 0 0.00

普通股合計： 29,038,568 86.12 4,678,772 13.87 24 0.01

　說明：本議案公司控股股東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迴避表決，由其他股東進行表決。
　議案名稱：關於修訂公司章程及股東大會議事規則的議案
　審議結果：通過
表決情況：

股東類型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440,222,334 99.99 0 0.00 24 0.01

B股 9,947,536 100.00 0 0.00 0 0.00

普通股合計： 450,169,870 99.99 0 0.00 24 0.01

　說明：本議案為特別決議議案，獲得出席會議股東或股東代表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2/3以上通過。
(二) 累積投票議案表決情況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議案序號 議案名稱 得票數 得票數佔出席會議有效
表決權的比例（%）

是否
當選

11.01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藍青松 449,891,091 99.93 是

11.02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甘  平 449,890,947 99.93 是

11.03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顧曉瓊 449,890,947 99.93 是

11.04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曹心平 449,890,947 99.93 是

11.05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錢  俊 449,890,947 99.93 是

11.06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孫  瑜 449,890,947 99.93 是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獨立董事的議案

議案序號 議案名稱 得票數 得票數佔出席會議有效
表決權的比例（%）

是否
當選

12.01 獨立董事候選人：孫  勇 450,162,871 99.99 是

12.02 獨立董事候選人：羅建榮 450,162,871 99.99 是

12.03 獨立董事候選人：樓狄明 450,162,943 99.99 是

　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議案序號 議案名稱 得票數 得票數佔出席會議有效
表決權的比例（%）

是否
當選

13.01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周郎輝 449,547,556 99.86 是

13.02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姜寶新 449,700,311 99.89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項，5%以下股東的表決情況

議案
序號

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4 2014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33,637,340 99.9999 0 0.0000 24 0.0001
5 關於聘請2015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33,365,416 99.1915 0 0.0000 271,948 0.8085
6 關於聘請2015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33,365,416 99.1915 0 0.0000 271,948 0.8085
9 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2015

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28,958,568 86.0905 4,678,772 13.9094 24 0.0001

11.01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
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藍青松

33,358,561 99.1712 　 　 　 　

11.02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
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甘  平

33,358,417 99.1707 　 　 　 　

11.03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
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顧曉瓊

33,358,417 99.1707 　 　 　 　

11.04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
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曹心平

33,358,417 99.1707 　 　 　 　

11.05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
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錢  俊

33,358,417 99.1707 　 　 　 　

11.06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
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孫  瑜

33,358,417 99.1707 　 　 　 　

12.01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
獨立董事的議案: 孫  勇

33,630,341 99.9791 　 　 　 　

12.02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
獨立董事的議案: 羅建榮

33,630,341 99.9791 　 　 　 　

12.03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關於選舉
獨立董事的議案: 樓狄明

33,630,413 99.9793 　 　 　 　

13.01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周郎輝 33,015,026 98.1499 　 　 　 　
13.02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姜寶新 33,167,781 98.6040 　 　 　 　

(四)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無
　律師見證情況
　本次股東大會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上海市金茂律師事務所
　律師：袁傑律師、韓春燕律師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公司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召開程序、出席會議人員的資格、股東大會的提案，以及本次股東大會的表決程
序符合《證券法》、《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有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規定；本次股東大會通過的各項決議合法、有效。
　備查文件目錄
　經與會董事和記錄人簽字確認並加蓋董事會印章的股東大會決議；
　經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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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八屆一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
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八屆一次會議於2015年5月20日下午在公司105會議室召開，應出席會議董
事9名，實際出席9名，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經與會董事審議，通過如下議案：
　一、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長的議案
　會議選舉藍青松先生為公司第八屆董事會董事長，任期與本屆董事會一致。
　同意9 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二、關於選舉公司第八屆董事會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的議案
　根據各董事的工作經驗和業務專長，第八屆董事會四個專門委員會組成如下：
　戰略委員會：由藍青松、甘平、顧曉瓊、曹心平、錢俊董事和樓狄明獨立董事組成，藍青松董事長任主任。
　審計委員會：由孫勇、羅建榮獨立董事和顧曉瓊董事組成，孫勇獨立董事任主任。
　薪酬與考核委員會：由樓狄明、孫勇、羅建榮獨立董事組成，樓狄明獨立董事任主任。
　提名委員會：由羅建榮、樓狄明獨立董事和錢俊董事組成，羅建榮獨立董事任主任。
　上述人員任期與本屆董事會一致
　同意9 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三、關於聘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議案
　董事會同意聘任錢俊先生為公司副總經理並主持經營工作；聘任金剛、朱建康、呂偉先生為公司副總經理；
聘任孫瑜先生為公司財務總監；聘任汪宏彬先生為公司董事會秘書，上述人員任期與本屆董事會一致。
　同意9 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四、關於聘任公司證券事務代表的議案
　董事會同意聘任張江先生為公司證券事務代表，任期與本屆董事會一致。
　同意9 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5年5月21日
附：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簡歷
　錢  俊：男，1961年11月出生，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教授級高工。曾任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發動機廠
車間經理，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發動機質保科副理，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質保部售後質保科經理，上海汽
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車分公司製造部發動機廠總監，本公司副總經理。現任本公司董事、副總經理（主持
工作）。
　金  剛：男，1972年8月出生，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工程師。曾任本公司進出口分公司總經理、海外部
部長。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
　朱建康：男，1965年1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工程師。曾任本公司工材所所長、生產製造部部
長、採購部部長、戰略規劃部部長。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兼副總工程師。
　呂  偉：男，1970年2月出生，中共黨員，研究生學歷，工商管理碩士。曾任上海通用東嶽汽車有限公司計
劃物流部經理，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流程及制度管理高級經理、規劃發展部業務規劃高級副經
理、動力總成廠L850發動機區域高級經理，上海汽車商用車有限公司專用車項目組副組長、特改車輛部副總
監、房車項目組項目總監。現任本公司副總經理。
　孫  瑜：男，1973年10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碩士學位，高級會計師。曾任本公司成本核算、
資金經理、投資權益管理經理，上海浦東伊維燃油噴射有限公司（上柴股份子公司）財務總監，公司資產財務
部副部長、部長。現任本公司董事、財務總監。
　汪宏彬：男，1973年2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碩士學位，工程師。曾任本公司高級項目經理、
證券事務代表。現任本公司董事會秘書。
附：公司證券事務代表簡歷
　張江：男，1973年10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學士學位。現任本公司證券事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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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八屆一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監事會及全體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
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於2015年5月20日召開八屆一次會議，應出席會議監事三名，實際出席三
名，其中周郎輝、姜寶新先生由公司2014年年度股東大會選出，職工代表監事施一蒙先生（簡歷附後）日前
已由公司職工代表大會選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會議選舉周郎輝先生為公司第八屆監事會主席。
　（同意3 票，棄權0 票，反對0 票）。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5年5月21日
附：職工代表監事簡歷：
　施一蒙：男，1955年12月出生，中共黨員，大學本科學歷，高級政工師。曾任本公司黨委宣傳部部長、黨
委辦公室主任、黨群工作部副部長、黨群工作部部長、黨委副書記、工會主席、紀委書記。現任本公司黨委書
記。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在「互聯網+」的業務發展極具潛力，圖為山西太
原舉辦大型招聘會，民眾使用手機掃描二維碼求職。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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