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司代碼：900957   公司簡稱：凌雲B股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年度報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1.1為全面瞭解本公司的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及未來發展規劃，投資者應當到上海證券交易所

網站等中國證監會指定網站上仔細閱讀年度報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年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

整，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1.3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會議。

1.4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本公司出具了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

1.5公司簡介
公司股票簡況

股票種類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簡稱 股票代碼 變更前股票簡稱
B股 上海證券交易所 凌雲B股 900957 無

聯繫人和聯繫方式 董事會秘書 證券事務代表
姓名 陳新華 榮玫
電話 021-68400880 021-68400880
傳真 021-68401110 021-68401110

電子信箱 lingyun@elingyun.com lingyun@elingyun.com

1.6根據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出具的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2015年歸屬

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336萬元，累計未分配利潤為-15338.85萬元。故公司2015年度不

分配利潤，不進行資本公積金轉增資本。

二、報告期主要業務或產品簡介

（一）主要業務及經營模式

報告期內，公司業務範圍主要為控股子公司甘肅德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光伏發電業務、上海

康立實業有限公司的貿易業務，以及參股公司廣州嘉業偉城商業有限公司的商業物業出租業務。

報告期內，控股子公司甘肅德祐在靖遠縣的100兆瓦光伏電站開始全面運營，電費收入成為公

司最主要的營收來源，公司主營業務變更為新能源發電；康立公司的貿易業務由於存在購銷拖

欠和盈利水平欠佳等因素，報告期已基本停滯；參股公司嘉業偉城的物業出租及管理業務受部

分物業裝修改造影響，本年度收入有所下降，但整體保持平穩。

（二）行業情況說明

光伏發電屬於清潔能源，是國家產業政策鼓勵優先發展的行業，電站建成並網後，產品是

電，客戶是國家電網，價格在20年的運營期內鎖定0.95元/千瓦時，這樣的項目可為企業經營帶

來穩定的現金流，又可替代化石能源的使用，為環保做貢獻，是實現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和諧

發展的上佳之選。

由於行業發展太快，「三北」地區行業集中度高，短期內電力市場存在供大於求的現象。至

2015年底，甘肅省電力裝機量約4531萬千瓦，最大用電負荷僅為1300萬千瓦，裝機容量是用

電負荷的3.4倍，其中，新能源裝機1784萬千瓦（光伏584萬千瓦），加上甘肅省經濟不發達，

工業發展水平落後，用電需求受宏觀經濟影響出現大幅下降，電力消納能力不足，企業產出受

限，2015年，甘肅省光伏電站平均限電60%左右。

三、會計數據和財務指標摘要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2015年 2014年 本年比上年
增減(%) 2013年

總資產 1,015,624,956.92 887,289,592.31 14.46 395,434,522.47
營業收入 52,072,238.97 18,306,783.21 184.44 11,343,709.48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利潤

3,362,009.17 6,271,608.63 -46.39 7,177,277.1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扣除非經常性
損益的淨利潤

3,492,368.23 6,271,267.48 -44.31 -23,546,346.0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
東的淨資產

397,392,904.03 394,030,894.86 0.85 387,759,286.2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
金流量淨額

32,332,606.99 -46,839,404.18 169.03 -15,244,922.97

期末總股本 349,000,000.00 349,000,000.00 　 349,000,000.00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0096 0.018 -46.67 0.021

稀釋每股收益
（元／股）

0.0096 0.018 -46.67 0.021

加權平均淨資產
收益率（%）

0.85 1.60 減少0.75個
百分點

1.87

四、2015年分季度的主要財務指標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營業收入 4,185,460.00 8,509,193.86 21,312,942.05 18,064,643.06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淨利潤 -146,007.20 6,908,046.72 2,651,881.60 -6,051,911.95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淨利潤

-146,007.20 6,898,046.72 2,671,881.60 -5,931,552.89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
量淨額 44,400,314.90 27,370,993.34 -30,811,967.34 -8,626,733.91

五、股本及股東情況

5.1普通股股東和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截止報告期末普通股股東總數（戶） 26,262
年度報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東總數（戶） 26,469
前10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全稱）

報告期內
增減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條
件的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
性質股份

狀態 數量

廣州嘉業投
資集團有限
公司

0 103,370,000 29.62 103,370,000 無 　 境內非國有
法人

廣州諾平投
資有限公司

0 41,080,000 11.77 41,080,000 質押 41,080,000 境內非國有
法人

上海淼衡實
業有限公司

0 5,670,000 1.62 5,670,000 質押 2,600,000 境內非國有
法人

北京中稷東
方資產管理
有限公司

0 4,200,000 1.20 4,200,000 無 　 境內非國有
法人

顧小舟 0 4,200,000 1.20 4,200,000 無 　 境內自然人
北海關東房
地產代理有
限責任公司

0 2,430,000 0.70 2,430,000 無 　 境內非國有
法人

上海物流產
業投資公司

0 1,950,000 0.56 1,950,000 凍結 1,950,000 境內非國有
法人

何煒 1,544,400 1,544,400 0.44 0 未知 　 境內自然人
肖元信 0 1,200,000 0.34 1,200,000 無 　 境內自然人
周泉 1,053,100 1,053,100 0.30 0 未知 　 境內自然人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
一致行動的說明

持有公司5%以上的有限售條件股份的股東之間無關聯關係，亦非一致行
動人，其餘持有有限售條件股份的股東之間關係公司未知。
公司未知持有無限售條件股份的股東之間是否有關聯關係，亦未知其股份
是否被凍結、質押、托管或其他狀況。

5.2公司與控股股東之間的產權及控制關係的方框圖

公司與實際控制人之間的產權及控制關係的方框圖

5.3公司優先股股東總數及前10 名股東情況

不適用。

六、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一）報告期經營情況

2015年，公司合併報表實現主營業務收入5,207萬元，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336萬

元。其中：

1. 控股子公司甘肅德祐實現主營業務收入 4,789萬元，實現淨利潤345.62萬元；

2. 控股子公司上海康立全年完成銷售收入418萬元，實現淨利潤-66.92萬元；

3. 參股公司嘉業偉城全年實現主營及其他業務收入9,399萬元，實現淨利潤4,242萬元，公司

按權益法核算合併投資收益530萬元。

（二）經營情況分析

2015年，隨著控股子公司甘肅德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位於靖遠的100兆瓦光伏發電項目全面

投入運營，公司上下充滿著主營業務轉型成功的喜悅，因為這是經過多年艱難跋涉，尋求可持

續發展的一個階段性成果。這一年，公司成功躋身新能源發電行業，電費收入成為公司主營業

務來源。但市場變化之快也讓我們始料未及，電站並網第一年即遭受大規模的限電現象，統計

數據顯示，在新能源最集中的新疆、甘肅、寧夏三省，去年均遭受了不同程度的限電現象，甘

肅省平均限電約60%，極端的月份甚至超過70%，我們電站月均上網電量只達到電站總裝機容

量的 40%左右。

眾所周之，我國能源供應和能源需求呈逆向分佈，在資源上「西富東貧、北多南少」，在需

求上則恰恰相反。不僅傳統能源如此，新能源也這樣，80%以上的風能資源分佈在「三北」地

區，太陽能資源也是「高原大於平原，西部大於東部」，而75%以上的能源需求集中在東部和

中部地區。尤其「十二五」以來，新能源發展迅猛，基本上是五年翻了六番。2015年，太陽能

新增裝機規模約15GW,，同比增長40%，連續三年全球當年新增裝機第一，累計裝機規模已達

43GW，躍居全球第一。

新能源發展迅猛導致如下結果：一、電力富裕，供大於求。據國家電網數據記載，甘肅省電

力裝機量約4531萬千瓦，最大用電負荷僅為1300萬千瓦，裝機容量是用電負荷的3.4倍，其

中，新能源裝機1784萬千瓦（光伏584萬千瓦）。二、經濟下行，用電萎縮。受宏觀經濟下行

影響，工業用電下降明顯。三、電網發展滯後，電力外送受阻。國家電網的特高壓外送通道建

設遠遠落後於光伏項目的核准，新能源富集地區不同程度都存在跨省跨區送出能力不足問題，

消納困難，已成為制約新能源發展的剛性約束。

除限電因素導致公司產能不足影響營業收入外，新能源行業還面臨一個很大的發展制約就是

補貼資金不到位的問題。甘肅省自2013年實施完第五批可再生能源補貼資金目錄申報後，兩年

上 海 凌 雲 實 業 發 展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多的時間，沒有再開展新項目補貼資金的申報工作，一直到2016年2月才啟動第六批補貼資

金的申報，也就是說，自2013年底至2015年底期間並網的光伏項目都沒有拿到補貼資金，

我司電站項目也不例外，並網至今沒有拿到一分錢補貼，而補貼資金占電費結算收入的約三

分之二，可以想像，可再生能源企業在過去兩年遭遇了多麼大的資金困難。

一方面飽受限電之苦，另一方面補貼資金又遲遲不到位，兩頭擠壓之下，公司只有在夾縫

中求變謀生。公司經常跑電力公司，反覆跟他們交流溝通，表達企業的困難，希望能提高發

電量，8月份在電力公司撮合下，公司同甘肅東興鋁業有限公司嘉峪關分公司簽訂了第一份

替代發電權合同，約定由我公司購買其自備電廠部分發電權，即5個月期間共替代發電1200

萬度。此份合同的簽訂，是在電力消納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公司探索直購電、替代發電等

新售電形式的一次有益嘗試。

報告期內，參股公司廣州嘉業偉城公司進行了以「蝶變」為名的升級改造工程，改造工程

耗時9個月，對商場正常經營有一定影響，但公司全體員工努力進取，克服困難，頂住了整

體經濟形勢下行帶來的購買力下降，以及在各類網店、微店圍攻下實體商場景氣指數不斷走

低的壓力，較圓滿地完成了各項任務，取得了可喜的成績。麗影廣場連續兩年獲得廣州商業

總會頒發的年度「廣州十佳購物中心」殊榮。　

（三）2016年經營展望

2016年將是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的關鍵年，針對「三北」地區棄光限電現象嚴重的問題，行

業主管部門相繼出台了一系列舉措，旨在挖掘可再生能源富集地區電能消納潛力和電力系統

輔助服務潛力，著力解決棄風、棄光問題，促進可再生能源與其他能源協調發展。可再生能

源企業除基礎電量外，2016年在售電模式上會有一些新的拓展：1、可再生能源發電企業直

接參與市場交易，並逐步擴大交易範圍和規模，擴大電力消費，促進可再生能源就近消納；

2、建立自備電廠電量置換機制，鼓勵擁有自備電廠的企業在當地負荷低谷期降低自備電廠發

電出力，使用可再生能源電量，在負荷高峰期組織自備電廠電量上網；3、可再生能源優先發

電權，通過利益補償機制，鼓勵燃煤發電與可再生能源進行調節，由電網參與調度落實。

可再生能源企業通過參與市場競爭方式獲得發電合同，並通過優先調度執行發電合同。這

些新的舉措，是電力市場各參與方利用新能源企業電力邊際成本較低的優勢，通過市場化的

競爭落實優先發電權，保障新能源企業的基本收益，促進可再生能源持續健康發展。在此新

形勢下，我們要認真學習有關文件精神，緊跟電力改革步伐，順應市場變化，保持與省電網

部門以及用電大戶的密切聯繫，爭取在基礎電量、優先電量和外送電量中爭取到與電站規模

相匹配的合同發電份額。同時，狠抓電站運維管理，杜絕風險隱患，盡一切可能提高發電

量，應對2016年實體經濟仍處於下行環境中的困難局面。

七、涉及財務報告的相關事項

7.1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和核算方法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說明情

況、原因及其影響。

不適用。

7.2報告期內發生重大會計差錯更正需追溯重述的，公司應當說明情況、更正金額、原因及

其影響。

不適用。

7.3與上年度財務報告相比，對財務報表合併範圍發生變化的，公司應當作出具體說明。

    報告期內本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範圍未發生變化。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本公司合併財務報表範圍內子公司如下：

子公司名稱
上海康立實業有限公司

甘肅德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靖遠德祐新能源有限責任公司

年度財務報告被會計師事務所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董事會、監事會應當對涉及事項作

出說明。

不適用。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於愛新

董事會批准報送日期：2016年3月28日

證券名稱：凌雲B股　證券代碼：900957　編號： 2016-003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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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議召開情況
2016年3月28日，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在

公司會議室召開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實際出席董事9名，會議
由董事長於愛新先生主持。會議召開前10日已經向各位董事發出通知，會議的召集和召開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會議的召開合法有效。

二、會議審議情況
（一）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同意票9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該項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同意票9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該項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三）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同意票9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該項提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四）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度不分配利潤、不進行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的預案》。
根據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出具的標準無保留意見的審計報告，2015年歸屬

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為336萬元，累計未分配利潤為-15338.85萬元。故2015年度公司
不分配利潤，不進行資本公積金轉增資本。公司獨立董事對該事項發表了同意的獨立意見。

同意票9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該項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五）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
同意票9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六）聽取審計委員會對2015年度財務審計工作和內控審計工作的總結報告及聘請2016年

度財務及內控審計機構的意見。
（七）審議通過《聘請2016年度財務及內控審計機構、確定審計費用的議案》。
公司決定聘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6年度財務及內控審計機構，

共支付審計費用37萬元。公司獨立董事對該事項發表了同意的獨立意見。
同意票9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該項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八）聽取《公司獨立董事2015年度述職報告》，該項議案將提交股東大會。
（九）聽取《公司董事會審計委員會2015年度履職報告》。
（十）審議通過《修訂公司章程第五條的議案》
同意票9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該項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十一）、審議《提請召開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
本次會議採取現場投票與網絡投票相結合的方式。現場會議時間：2016年4月26日下午

14:00點，現場會議地點：廣州市荔灣區流花路73號流花君庭東座6樓會議室。網絡投票時
間：2016年4月26日，採用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審議經公司第六屆董事
會第十二次會議通過的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的各項議案。

同意票9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30日

●報備文件

董事會決議
獨立董事意見

證券名稱：凌雲B股　證券代碼：900957　編號： 2016-004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屆監事會第八次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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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28日，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在

本公司會議室召開第六屆監事會第八次會議，會議應出席監事3名，實際出席監事3名。會議

召開前10日已經向各位監事發出書面通知，會議的召集、召開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有關規定，合法有效。會議通過了如下決議：

一、 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度報告及摘要》。

同意票3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二、 審議通過《監事會對公司2015年度報告的書面審核意見》

公司監事會對董事會編製的公司2015年度報告進行了認真嚴格的審核，並提出了如下的書

面審核意見，與會全體監事一致認為：

1.公司2015年度報告及年報摘要的編制和審議程序符合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的各項規定；

2.公司2015年度報告及年報摘要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各項規

定，年報所包含的信息能真實、公允地反映出公司2015年度的經營成果和財務狀況；

3.監事會在對年度報告審核過程中，未發現參與年度報告編製和審議工作人員有違反保密

規定的行為。

4.我們保證公司2015年年度報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實、準確、完整,承諾其中不存在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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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票3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三、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同意票3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四、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同意票3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五、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度不分配利潤、不進行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的預案》。

同意票3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六、審議通過《聘請2016年度財務及內控審計機構、確定審計費用的議案》。

同意票3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七、審議通過《公司2015年度內部控制評價報告》

同意票3票，反對票0票，棄權票0票

特此公告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6年3月30日

●報備文件
監事會決議

證券名稱：凌雲B股　證券代碼：900957　編號： 2016-005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修訂《公司章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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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相關規定，並結合公司實際情況， 

經公司2016年3月28日召開的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公司擬對《公司章程》

第五條進行修訂，並將提交2016年4月26日召開的公司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審議。

修改的具體內容如下：
修訂前《公司章程》相關條款 修訂後《公司章程》相關條款

第五條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東新區源深路1088號
葛洲壩大廈12樓1201室 郵編200122。

第五條 公司住所：上海市浦東新區源深路
1088號12樓1201室 郵編200122。

特此公告。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3月30日

證券代碼：900957  證券簡稱：凌雲B股  公告編號：2016-006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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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東大會召開日期：2016年4月26日

●本次股東大會採用的網絡投票系統：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

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5年年度股東大會

（二）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三）投票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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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6年4月26日 14點00分

召開地點：廣州市荔灣區流花路73號流花君庭東座6樓會議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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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26日至2016年4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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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不涉及。

會議審議事項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議案及投票股東類型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股東類型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公司2015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
2 公司2015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
3 公司2015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
4 公司2015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
5 公司2015年度不分配利潤、不進行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的預案 √
6 聘請2016年度財務及內控審計機構、確定審計費用的議案 √
7 修訂公司章程第五條的議案 √

會議聽取事項：《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上述議案已經公司於2016年3月28日召開的第六屆董事會第十二次會議和第六屆監事會第八

次會議審議通過，相關內容詳見2016年3月30日披露於《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

上海證券報網站（www.sse.com.cn）的公告及後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披露的2015年年

度股東大會資料。

特別決議議案：7

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5、6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無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

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無

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一）本公司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的，既可以登陸

交易系統投票平台（通過指定交易的證券公司交易終端）進行投票，也可以登陸互聯網投票

平台（網址：vote.sseinfo.com）進行投票。首次登陸互聯網投票平台進行投票的，投資者需

要完成股東身份認證。具體操作請見互聯網投票平台網站說明。

（二）股東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股東大會網絡投票系統行使表決權，如果其擁有多個股東

賬戶，可以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東賬戶參加網絡投票。投票後，視為其全部股東賬戶

下的相同類別普通股或相同品種優先股均已分別投出同一意見的表決票。

（三）同一表決權通過現場、本所網絡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複進行表決的，以第一次投

票結果為準。

（四）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會議出席對像

（一）股權登記日收市後在中國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股東有

權出席股東大會（具體情況詳見下表），並可以以書面形式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

決。該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東。

股份類別 股票代碼 股票簡稱 股權登記日 最後交易日
Ｂ股 900957 凌雲B股 2016/4/19 2016/4/14

（二）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三）公司聘請的律師。

（四）其他人員

會議登記方法

符合出席條件的股東請於2016年4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7：00到本公司

董事會秘書處辦公室辦理登記手續。逾期未辦理登記的，請於會議召開當日13：30之前到會

議召開地點辦理登記，會議開始後將不再接受股東登記。

登記時，法人股東應持上海證券賬戶卡、法人營業執照複印件（蓋公章）、法定代表人授

權委託書和出席者身份證進行登記；個人股東應持上海證券賬戶卡、本人身份證進行登記。

委託代理人出席還須持授權委託書和代理人身份證進行登記。外地股東可以通過信函或傳真

方式進行登記（不接受電話登記）。

現場登記地點：公司董事會秘書處辦公室

信函郵寄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源深路1088號1201室

郵政編碼：200122。信函上請註明「股東大會」字樣

傳真電話：021-68401110

其他事項

（一）參加會議時，請出示相關證件及授權文件的原件。

（二）本次股東大會會期半天，與會人員食宿及交通費自理。

（三）聯繫方式：

聯系人：榮玫

聯繫電話：021-68400880 傳真電話：021-68401110

聯繫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源深路1088號1201室

特此公告。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6年3月30日

附件1：授權委託書

報備文件

提議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董事會決議

附件1：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上海凌雲實業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16年4月26日召開的貴公司2015年年

度股東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持普通股數：　　　　　　　　

委託人股東帳戶號：
序號 非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同意 反對 棄權

1 公司2015年度董事會工作報告    
2 公司2015年度監事會工作報告    
3 公司2015年度財務決算報告    
4 公司2015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5 公司2015年度不分配利潤、不進行資本公積轉增股

本的預案
6 聘請2016年度財務及內控審計機構、確定審計費用

的議案
7 修訂公司章程第五條的議案

委託人簽名（蓋章）： 　　　　　　　　受托人簽名：

委託人身份證號： 　　　　　　　　　　受托人身份證號：

委託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

委託人應在委託書中「同意」、「反對」或「棄權」意向中選擇一個並打「√」，對於委

託人在本授權委託書中未作具體指示的，受托人有權按自己的意願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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