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年底前發200萬養老卡
享免費乘車逛公園 外來人口亦可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北京市民政局

副局長李紅兵在近日舉行的發佈會上表示，北京市老齡化
趨勢嚴重，每日新增450名60歲以上老年人。今年年底
前，北京市65歲至79歲的200萬老人將可全部領到養老
助殘卡，享受免費乘車、逛公園等政府優待。非京籍和外
籍常住北京半年以上的老人，均可按程序申請辦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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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 打造周文化旅遊體驗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

波 西安報道）中國唯一周文化
旅遊體驗基地—岐山周文化景
區項目近日在陝西寶雞岐山正
式開工。據悉，岐山周文化景
區將緊扣「周文化」主題，再
現「周城」景象，力爭用兩到
三年時間將其打造成為中華民
族尋根溯源的文化聖地，中華
周文化體驗式旅遊核心目的地。
此次開工的岐山周文化景區由周城、大地景觀、周公廟廣場提升、天壇

等項目組成。整個景區將緊扣「周文化」主題，遵循「古、土、奇、樂、
巧」的策劃設計理念，以「井田制」為表達形式，圍繞「吃、住、游、
行、購、娛」旅遊六要素，最終成為中國周文化體驗式旅遊核心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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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培育50萬新型職業農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山東省近日發

佈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實施方案，據此方案，至2020年該省
將力爭實現現代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創新團隊對主要農產品
全覆蓋，全省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達到65%以上；以農村種
養大戶和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企業領辦人與骨幹為重
點，培育新型職業農民50萬人。

山東省農業廳副廳長王登啟在此間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
示，該省新興職業農民的主要培育對象是以農業生產為職

業、具有一定的專業技能、自願參加培訓、收入主要來自農業的現
代農業從業者，將採取符合農業生產規律和農民學習特點的方式，
運用農民田間學校和模擬訓練課堂等模式，依託現代農業園區、農
業龍頭企業、農業科技示範基地等高標準實訓基地，進行專業技
能、經營管理、安全生產、公共知識、法治道德等方面的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廖一 長春報道）「琿春—
羅津—上海」內貿貨物跨境運輸航線於2015年6月

11日正式通航後，截至目前，運輸集裝箱455TEU，散貨5,596
噸。今年，航線貨量將大幅度增長，琿春航運將迎來大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建麗，實習記者圖們 內蒙
古報道）記者近日從內蒙古包鋼醫院醫療聯合體啟動

大會暨第一屆理事會會議上獲悉，包鋼醫院與51家醫療機構簽署
醫療聯合體協議書，成立了包頭市最大醫療聯合體。
據悉，該醫療聯合體由1所三級醫院，聯合一定區域範圍內的
二級醫院和社區衛生機構，組成「醫療聯合體」。

包頭成立最大醫療聯合體
內蒙古

「琿春-羅津-上海」航線運貨大增
吉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
報道）本報記者獲悉，福建省政府日
前提出，全省至2018年基本實現基於
互聯網的醫療、教育、民政、社會保
障等新興服務對城鄉的全覆蓋，促進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據悉，福建省政府近日出台《積極推進「互
聯網＋」行動實施方案》，提出加快構建便民
服務「一張網」，到2018年，全面形成一個窗
口統一受理、網上全流程辦理、以電子證照庫
為支撐的辦事服務體系，90%以上服務資源實
現網上預訂和交付，全省80%的行政審批和公
共服務事項實現全流程網上辦理。

構建智慧交通 實時查詢路況
據介紹，福建省將建立遠程視頻門診系

統、區域影像診斷平台，以信息化促進醫療
機構開展分級診療、遠程醫療等服務。
此外，福建省將初步構建智慧交通體系，
發展實時交通信息查詢、實時精確導航、交
通事故預警、道路快速救援等智能交通服
務。推進電子客票全省覆蓋，提升交通支付
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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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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2日
（二）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浦東新金橋路28號新金橋大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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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其中：A股股東人數 13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47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620,219,494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596,952,072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23,26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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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5.2577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53.184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2.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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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大會由公司董事長黃國平先
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監事和董事會秘書的出席情況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3人，獨立董事張鳴、喬文駿因工作安排衝突未出席。
公司在任監事4人，出席2人，監事虞冰、張琤因公作安排衝突未出席。
董事會秘書嚴少雲出席本次會議；其他高管總經理王穎、副總經理曹劍雲、副

總經理沈彤、財務總監朱勤榮列席會議。
議案審議情況
（一）非累積投票議案
議案名稱：關於資產抵押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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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6,952,0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B股 22,164,922 95.2616 1,102,500 4.7384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619,116,994 99.8222 1,102,500 0.1778 0 0.0000

（二）累積投票議案表決情況
關於增補董事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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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選舉王穎為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608,785,302 98.1564 是
2.02 選舉彭望爵為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608,785,302 98.1564 是

2.03 選舉哈爾曼為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608,785,302 98.1564 是
2.04 選舉毛巧麗為第七屆董事會董事 608,785,402 98.1564 是

關於增補獨立董事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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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選舉陸雄文為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
事 609,543,138 98.2786 是

3.02 選舉郁斌為第七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609,543,038 98.2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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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關於選舉第七屆董事
會董事的提案:選舉王
穎為第七屆董事會董
事

22,536,528 66.3410 0 0.0000 0 0.0000

2.02 選舉彭望爵為第七屆
董事會董事 22,536,528 66.3410 0 0.0000 0 0.0000

2.03 選舉哈爾曼為第七屆
董事會董事 22,536,528 66.3410 0 0.0000 0 0.0000

2.04 選舉毛巧麗為第七屆
董事會董事 22,536,628 66.3413 0 0.0000 0 0.0000

3.01

關於選舉第七屆董事
會獨立董事的提案: 選
舉陸雄文為第七屆董
事會獨立董事

23,294,364 68.5719 0 0.0000 0 0.0000

3.02 選舉郁斌為第七屆董
事會獨立董事 23,294,264 68.5716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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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錦天城律師事務所
律師：楊曉、陳偲偲
律師鑒證結論意見：
本次股東大會的召集和召開程序、召集人資格、出席會議人員資格、審議提

案、會議表決程序及表決結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東大會規則》、
《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規
定，本次股東大會通過的決議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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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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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生意的競賽牌照號碼：046570

目前，北京有60歲以上戶籍老齡人口近300萬人，老齡人口佔全市戶籍人口比
例的22%。 李紅兵表示，當前北京每日新增450名60歲以上老年人。到

2020年，北京市戶籍老齡人口將達400萬，邁入重度老年化社會。

倡外資投入養老產業
目前，北京僅有400餘家養老機構，可提供12萬張床位。養老產業已成為服務

業的一個新支撐點，北京支持外資投入養老產業，並鼓勵養老企業走跨區域品牌
化、連鎖化道路。
「十三五」期間，北京將出台《關於加強老齡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該新政
將明確北京老齡產業重點發展的領域，比如老年餐、老年康復輔具等，以前市場
重視程度不夠的行業都將被納入其中。政府還將為民眾盤點京津冀所有的養老機
構，統一為有需求的老人和家庭提供區域內機構的價格、服務類型等信息。
另據李紅兵介紹，到今年年底，北京市65
歲到79歲的200萬老人，將可全部領到養老
助殘卡，該卡可兼容20多項功能。在政策設
計中，老人可免費刷卡乘車、逛公園，各項
養老助殘、高齡補貼等也將打入卡中。
此外，卡內的消費數據也將成為未來政府

擴大老年人服務範圍和精準度的依據。非京
籍和外籍常住北京半年以上的老人，均可按
程序申請辦卡。

■■預計到預計到20182018年年，，福建省基本實現基於福建省基本實現基於
互聯網的醫療等新興服務對城鄉的全覆互聯網的醫療等新興服務對城鄉的全覆
蓋蓋。。 本報福建傳真本報福建傳真

■■周文化景區項周文化景區項
目奠基儀式目奠基儀式。。

本報陝西傳真本報陝西傳真

■■北京老人在養老院裡做康復訓練北京老人在養老院裡做康復訓練。。 記者江鑫嫻記者江鑫嫻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