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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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議召開和出席情況
(一) 股東大會召開的時間：2017年5月26日
(二) 股東大會召開的地點：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辦公大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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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其中：A股股東人數  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人數（B股） 36
2、出席會議的股東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股） 448,093,033
其中：A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 431,808,158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有股份總數(B股) 16,28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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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7017
其中：A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49.8227
      境內上市外資股股東持股佔股份總數的比例（%） 1.8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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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2017年5月26日上午10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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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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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26日至2017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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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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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監事3人，出席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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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公司董事會秘書出席了本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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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穎律師、楊菲非律師出席了本次會議。

二、議案審議情況
(一) 非累積投票議案
1、議案名稱：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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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04,550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B股 16,284,8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448,089,425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2、議案名稱：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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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04,550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B股 15,784,875 96.9297 0 0.0000 500,000 3.0703
普通股合計： 447,589,425 99.8876 3,600 0.0008 500,008 0.1116

3、議案名稱：2016年度財務決算及2017年度預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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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04,550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B股 16,284,8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448,089,425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4、議案名稱：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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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04,550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B股 15,784,875 96.9297 0 0.0000 500,000 3.0703
普通股合計： 447,589,425 99.8876 3,600 0.0008 500,008 0.1116

    股東大會同意以公司2016年末總股本866,689,830股為基數，向全體股東每10 股派發現金紅利人民幣0.35元（含
稅），剩餘未分配利潤結轉至以後年度分配。

5、議案名稱：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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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票數 比例（%）
A股 431,804,550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B股 15,784,875 96.9297 0 0.0000 500,000 3.0703
普通股合計： 447,589,425 99.8876 3,600 0.0008 500,008 0.1116

6、議案名稱：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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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04,550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B股 16,284,8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448,089,425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7、議案名稱：關於聘請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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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04,550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B股 15,784,875 96.9297 0 0.0000 500,000 3.0703
普通股合計： 447,589,425 99.8876 3,600 0.0008 500,008 0.1116

    股東大會同意續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7年度年報審計的會計師事務所，向其支付年
度報酬最高不超過100萬元人民幣（不含稅）。

8、議案名稱：關於聘請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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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04,550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B股 16,284,87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448,089,425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股東大會同意續聘安永華明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為公司2017年度財務報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向其支付
年度報酬最高不超過28.30萬元人民幣(不含稅)。

9、議案名稱：關於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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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00,020 99.9764 3,600 0.0235 8 0.0001
B股 11,369,694 69.8175 4,915,181 30.1825 0 0.0000
普通股合計： 26,669,714 84.4285 4,918,781 15.5714 8 0.0001

    公司控股股東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等關聯股東對本議案迴避表決，由其他股東進行表決。

10、議案名稱：關於修改《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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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804,550 99.9992 3,600 0.0008 8 0.0000
B股 15,784,875 96.9297 0 0.0000 500,000 3.0703
普通股合計： 447,589,425 99.8876 3,600 0.0008 500,008 0.1116

   
    股東大會同意對《公司章程》第二條和第十三條分別作如下修改（最終以政府相關部門核准為準）：

原條款內容 修訂後條款內容
第二條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系依照《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
見》、《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暫行規定》和其他有關規定成立的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公司經上海市經濟委員會滬經企（1993）411號文件批准，由國有
企業改制，以募集方式設立，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註冊登記，
取得營業執照。1996年10月，公司按照滬體改委（96）第016號文
件、國務院國發（1995）17號《國務院關於原有有限責任公司和
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進行規範的通知和國
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家國有資產管理局體改生（1995）117
號《關於做好原有股份有限公司規範工作的通知》文件的要求，對
照《公司法》進行了規範，經有關部門審核確認後，依法履行了重
新登記手續，公司營業執照註冊號為：310000400070424。

第二條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系依照《股份有限公司規範意
見》、《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暫行規定》和其他有關規定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公司經上海市經濟委員會滬經企（1993）411號文件批准，由
國有企業改制，以募集方式設立，在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註冊登記，取得營業執照。1996年10月，公司按照滬體改委
（96）第016號文件、國務院國發（1995）17號《國務院關於
原有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進行規範的通知和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國家國有資
產管理局體改生（1995）117號《關於做好原有股份有限公司
規範工作的通知》文件的要求，對照《公司法》進行了規範，
經有關部門審核確認後，依法履行了重新登記手續。
公司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 91310000607234882G。

第十三條  經公司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經營範圍是：
柴油機、工程機械、油泵及配件；柴油電站、船用成套機組、機電
設備及配件；設備安裝工程施工；汽車貨運及修理。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動〕。

第十三條  經公司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經營範圍是：
設計、生產和製造內燃機及動力總成、柴油電站、船用成套機
組、機電設備及配件；銷售自產產品，並提供產品技術支持及
售後服務；從事上述產品及同類產品的批發、進出口、佣金代
理（拍賣除外）。
[依法須經批准的項目，經相關部門批准後方可開展經營活
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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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度利潤分
配預案》 31,032,895 98.4031 3,600 0.0114 500,008 1.5855

7
《關於聘請2017年
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
案》

31,032,895 98.4031 3,600 0.0114 500,008 1.5855

8
《關於聘請2017年
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
案》

31,532,895 99.9886 3,600 0.0114 8 0.0000

9 《關於2017年度日
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26,669,714 84.4285 4,918,781 15.5714 8 0.0001

(三) 關於議案表決的有關情況說明
    本次股東大會審議的《關於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為特殊決議議案，已經出席本次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股東及股
東代理人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三、律師見證情況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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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穎律師、楊菲非律師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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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備查文件目錄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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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經鑒證的律師事務所主任簽字並加蓋公章的法律意見書；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7日

證券代碼：600841  900920  證券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公告編號：2017-006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東大會決議公告

中文大學
新亞書院學
生會代表會

最近爆出流會風波。新亞書院學生
會幹事會近日發出聲明，譴責代表
會原定本月17日舉行的第三次常務
會議再度流會，以致未能處理院務
委員會附屬委員會學生代表遴選事
宜。學生進一步爆料，指名道姓點
出個別代表會成員從不開會，創下
「零出席率」紀錄，並批評有人不
負責任，影響該會運作。
新亞書院學生會幹事會在聲明中

指，代表缺席會議致流會情況非單
一事件，包括4月6日召開的幹事會
與代表會第一次聯席會議、4月28
日代表會第二次常務會議，及本月
17日代表會第三次常務會議，均以
流會收場。
聲明踢爆，流會情況經常發生，

導致學生會無法派出學生代表出席

獎助學金委員會會議，也令幹事會
財政預算遲遲未批，影響正常運
作，不能舉辦任何活動，又促請代
表會盡快召開會議，並徹查流會事
件。

3成員零出席率 質疑為「宿分」
該會譴責有關代表對出席會議、

履行職務及維持學生會運作的責任
毫無承擔，有負選民所託。內文引
述會章列明「代表會須每月舉行常
會一次」，質疑上述情況已經構成
違章，促請代表會徹查此事，同時
盡快召開會議處理積壓會務，勿再
辜負同學所託。
有學生在facebook專頁「CUHK

Secrets」爆料，踢爆3名代表會成
員出席率為0%。有網民指，成為
代表可以獲得「宿分」，質疑有人
只要「着數」不負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代表會再流會 新亞學生懶到出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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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首位征服珠峰
的香港女性，中學女教師曾燕紅即將於本周
日凱旋而歸。她昨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
登頂一刻心情很平靜，這段經歷亦令她學懂
謙卑，「沒有人可以挑戰或征服珠峰，你可
以上去，只因珠峰對你仁慈點，給你一個好

天氣」。她指會不停提醒自己，成功的背
後，自己可能僅付出一成，身邊的人付出的
卻是九成。

指珠峰仁慈 賜好天氣成全
曾燕紅昨日在加德滿都接受本港媒體專訪時

表示，這次經歷讓她學懂謙卑，因為「沒有人
可以挑戰珠峰或征服珠峰，你可以上去，只因
珠峰對你仁慈點，給你一個好的天氣。」
她過去多日在受訪時都提到一段令她猶有餘

悸的經歷，「登山過程中，如果坐下來休息，
很大機會不能再站起來。」
她續說：「你說為什麼沒有人救他，為什麼

沒有人給他氧氣。因為知道那一刻給他氧氣，
其實都救不了他，那時很無奈，看着他、看着
他的眼神，我想每個人只能垂下頭走過。」

自己付出一成 身邊人或付出九成
對於自己成功登頂，她不認為是她一個人的

功勞，「沒有學生的鼓勵，我沒有辦法行這7
年。沒有他們的陪伴，沒有登山嚮導雪巴人最
後推我上去，我都沒有可能上去。所以，我會
不停提醒自己，成功的背後，我可能只付出一
成，身邊的人付出的卻是九成。」
她寄語年輕人：「當你想做一樣嘢，只要你

肯堅持，會與夢想愈來愈近，總有一日會接觸
到。」
曾燕紅表示，今後未必會再登上珠穆朗瑪
峰，但會轉戰跑山，亦會協助在華人社團推廣
攀山運動。

科大昨日舉行「大數據及人工智能
日」，吸引逾 500 名本地和海外學

者、大學生與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行業精英參
加。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出席活動，發表演講時提到，人類至
少七成感官信息來自視覺，加上近年成像和
感測裝置不斷開發和改進，現時已有龐大視
像數據庫，反映大規模視像數據時代已經到
來。
他又指，大規模視像數據分析具有非常重
要的意義，不僅有廣泛應用，包括無人駕駛
車、機器人視覺、智能監控、安全檢查、刑
事偵查等範疇，而且亦能推動人工智能作更
進一步發展。

「深度學習」研自動識別人面
近年機械視覺（computer vision）在識別
物體、動作和場景分析和讀取等方面都取得
巨大突破，但仍面臨諸多挑戰。譚鐵牛認
為，其挑戰在於檢索大量非結構化數據、建
立模型、數據計算和模型應用等方面。

同時，不少科學家通過「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研發能自動識別人面
系統。他認為，要在不同角度及光度等變化
下，令電腦識別出同一物體，例如辨識人
面，亦是另一巨大挑戰。
談到大規模視像數據分析未來發展，譚鐵

牛認為，研發新一代人像智能機械人
（human-like intelligent robotics）時，可以

結合視像預測及控制等作研究，亦可建立高
效能視覺數據平台，進行儲存、分析大型視
像數據及應用等。
最後，譚鐵牛展望香港大數據發展，他

說：「香港是大數據及人工智能研發理想之
地，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將使香港更智慧、更
強大，是香港的希望」，相信大數據在港發
展會更蓬勃。

20科大生展示大數據科研成果
其後，20名科大生展示與大數據相關的科
研成果。科大在2015年11月成立WHAT
Lab，與WeChat 合作，開發11個不同項
目，包括用大數據技術對WeChat進行進一
步研發，例如已應用在WeChat，用以發掘
熱門文章的傳播規律，以及預測其影響力的

傳播系統，幫助相關部門進行內容監管。
團隊正籌備自動生成文章摘要的系統、具

備情感檢測和自學能力的系統、擴增實境
（Augmented Reality）技術等。
科大另一團隊研究智慧城市建設，對香

港天氣、金融、交通、社交媒體等數據進
行分析，以幫助政府制定更準確及有效的
政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大數

據已成為不少領域爭相研究和應用

的新興技術。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昨日出席香港科技大學活動，並以

「大規模視像數據分析」為題進行

演講，介紹大數據面臨的機遇及挑

戰，以及未來發展願景。他強調，

香港是大數據（Big Data）及人工

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研發

的理想之地，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將

使香港更智慧、更強大，是香港的

希望。

■WHAT Lab部分成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譚鐵牛（中）以「大規模視像數據分析」為題演講。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 Miss 曾
即將於本周
日 凱 旋 而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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