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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倡新伊朗核協議 美拒承諾
禁洲際彈道導彈 遏勢力擴張中東

法國總統馬克龍周一到美國進行國事訪問，他前日與美國

總統特朗普重點討論伊朗核問題。馬克龍在記者會透露，雙

方正談論一項新伊朗核協議，除了現在條款外，還包括禁止

伊朗發展洲際彈道導彈，並阻止它在中東擴張勢力。特朗普

批評現有伊朗核協議是「瘋狂、可笑」，對新協議持開放態

度，但拒絕作出任何承諾，意味他仍有反口的可能性。

下月12日是修訂伊朗核協議的
最後期限，特朗普此前揚言若

沒令他滿意的方案，美國將退出協
議。馬克龍在會晤特朗普後，形容
會談氣氛坦誠，承認自己與特朗普
在伊朗問題出發點與立場不同，但
強調可在現有基礎上完善條約。馬
克龍提出四大支柱，首先是阻止伊
朗在2025年前的任何核活動；第二
是長遠禁止伊朗所有核計劃；第三
是把伊朗洲際彈道導彈計劃也納入
協議；最後是限制伊朗在也門、敘
利亞、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勢力擴
張。馬克龍同時直言，特朗普未承
諾不退出核協議。

特朗普讚好再警告伊朗
特朗普形容馬克龍的想法「相當

好」，表示新協議應覆蓋也門和敘
利亞，因為「無論去到中東哪個地
方，都可見各種問題背後有伊朗的
足跡」。至於會否在下月12日退出
協議，他以口頭禪「到時候再看
看」回應，又警告伊朗若以任何形
式威脅美國，將要付出代價，期待
美法將在伊核問題上採取「有力行
動」。特朗普又威脅若伊朗重啟核
計劃，美方會報復，「他們會遇到
前所未有的大麻煩」。然而，美法

領袖皆沒提到若伊朗作出讓步，可
換來什麽回報。
伊朗政府早前揚言一旦美國退出

協議，他們或重啟核計劃，伊朗最
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沙姆汗尼
前日重申，有能力重啟受核協議限
制的核活動，國家受威脅時，可能
會退出1968年簽署的《核不擴散條
約》。

奧利華史東：馬克龍令人沮喪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對新核

協議表示質疑，稱俄方支持現協
議，別無其他選項。歐盟外交事務
專員莫蓋里尼亦強調現協議有效，
需要保留。有法國血統的美國導演
奧利華史東形容馬克龍訪美「令人
很沮喪」，提及美國攻打伊拉克
時，時任法國總統希拉克敢於向美
國總統布什說不，批評馬克龍欠缺
歷史意識和偉大法國傳統的記憶。
特朗普前晚以國宴款待馬克龍伉

儷，是他上任以來首次，賓客有逾
130人。席間兩人讚揚彼此的友誼
和兩國緊密關係，報道認為，關鍵
是馬克龍能否將良好關係轉化成實
質外交成果，包括促使特朗普豁免
美國對歐洲的鋼鋁關稅。
■法新社/美聯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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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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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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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一）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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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 上午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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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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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
　　　　　　　　　至2018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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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融券、轉融通、約定購回業務賬戶和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資融券、轉融通業務、約定購回業務相關賬戶以及滬股通投資者的投票，應按照《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股東大會網絡投票實施細則》等有關規定執行。
（七）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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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股東 B股股東
非累積投票議案
1 2017年度董事會報告 √ √
2 2017年度監事會報告 √ √
3 2017年度財務決算及2018年度預算報告 √ √
4 2017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 √
5 2017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 √
6 2017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 √
7 關於聘請2018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
8 關於聘請2018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 √
9 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預計2018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 √
累積投票議案
10.00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非獨立董事 應選董事（6）人
10.01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藍青松 √ √
10.02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顧曉瓊 √ √
10.03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趙茂青 √ √
10.04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楊漢琳 √ √
10.05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錢 俊 √ √
10.06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顧耀輝 √ √
11.00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獨立董事 應選獨立董事（3）人
11.01 獨立董事候選人：孫 勇 √ √
11.02 獨立董事候選人：羅建榮 √ √
11.03 獨立董事候選人：樓狄明 √ √
12.00 《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應選監事（2）人
12.01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周郎輝 √ √
12.02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姜寶新 √ √

1、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本次會議的提案已經公司董事會八屆七次會議、監事會八屆七次會議和董事會2018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決議、監事

會2018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審議通過，分別詳見公司3月24日、4月24日在《上海證券報》、香港《文匯報》和上海
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se.com.cn）發佈的相關公告。

2、特別決議議案：無
3、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2017年度利潤分配預案》、《關於聘請2018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關於聘請2018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預計2018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

案》、《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4、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預計2018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應迴避表決的關聯股東名稱：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5、涉及優先股股東參與表決的議案：無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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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所投選舉票數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的，或者在差額選舉中投票超過應選人數的，其對該項議案所投的
選舉票視為無效投票。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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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六）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七）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獨立董事和監事的投票方式，詳見附件2

四、會議出席對像
（一）股權登記日收市後在中國證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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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股 600841 上柴股份 2018/5/9 －
Ｂ股 900920 上柴B股 2018/5/14 201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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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會議登記方法
1、登記時間: 2018年5月16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5：00 時，逾期不予受理。
2、登記方式：符合上述條件的法人股東持股東賬戶、營業執照複印件、法人代表授權委託書和出席人身份證辦理

登記手續；符合上述條件的個人股東持股東賬戶、身份證辦理登記手續；委託代理人持授權委託書、身份證和委託人股
東賬戶辦理登記手續；異地的股東可以通過信函或傳真方式登記。（授權委託書詳見附件1）

3、登記地點：長寧區東諸安濱路165弄29號4樓 「立信維一軟件」（紡發大樓）靠近江蘇路
軌道交通：軌道交通2、11號線江蘇路站4號口出
公路交通：臨近公交車有01路、62路、562路、923路、44路、20路、825路、138路、71路、925路
4、聯繫辦法：
電話：021-52383315
傳真：021-52383305
聯繫人：歐陽女士

其他事項
參加會議的股東食宿費和交通費自理。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8年4月26日 

附件1：授權委託書
附件2：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獨立董事和監事的投票方式說明
　報備文件
提議召開本次股東大會的董事會決議：《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八屆七次會議決議》、《上海柴油機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會2018年度第二次臨時會議決議》、《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八屆七次會議決議》、《上海柴油
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2018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附件1：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18年5月17日召開的貴公司2017年年度股東

大會，並代為行使表決權。
委託人持普通股數：　　　　　　　　
委託人持優先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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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度董事會報告    
2 2017年度監事會報告    
3 2017年度財務決算及2018年度預算報告    
4 2017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5 2017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6 2017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7 關於聘請2018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8 關於聘請2018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9 關於簽署日常關聯交易框架協議及預計2018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序號 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投票數
10.00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非獨立董事
10.01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藍青松
10.02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顧曉瓊
10.03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趙茂青
10.04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楊漢琳
10.05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錢 俊
10.06 非獨立董事候選人：顧耀輝
11.00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獨立董事
11.01 獨立董事候選人：孫 勇
11.02 獨立董事候選人：羅建榮
11.03 獨立董事候選人：樓狄明
12.00 《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議案》
12.01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周郎輝
12.02 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姜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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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董事、獨立董事和監事的投票方式說明
一、股東大會董事候選人選舉、獨立董事候選人選舉、監事會候選人選舉作為議案組分別進行編號。投資者應針對

各議案組下每位候選人進行投票。
二、申報股數代表選舉票數。對於每個議案組，股東每持有一股即擁有與該議案組下應選董事或監事人數相等的投

票總數。如某股東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該次股東大會應選董事10名，董事候選人有12名，則該股東對於董事會選
舉議案組，擁有1000股的選舉票數。

三、股東應以每個議案組的選舉票數為限進行投票。股東根據自己的意願進行投票，既可以把選舉票數集中投給某
一候選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組合投給不同的候選人。投票結束後，對每一項議案分別累積計算得票數。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開股東大會採用累積投票制對進行董事會、監事會改選，應選董事5名，董事候選人有6名；應選獨立

董事2名，獨立董事候選人有3名；應選監事2名，監事候選人有3名。需投票表決的事項如下：

累積投票議案
4.00 關於選舉董事的議案 投票數
4.01 例：陳××
4.02 例：趙××
4.03 例：蔣××
…… …… 
4.06 例：宋×× 
5.00 關於選舉獨立董事的議案 投票數
5.01 例：張××
5.02 例：王××
5.03 例：楊××
6.00 關於選舉監事的議案 投票數
6.01 例：李××
6.02 例：陳××
6.03 例：黃××

某投資者在股權登記日收盤時持有該公司100股股票，採用累積投票制，他（她）在議案4.00「關於選舉董事的議
案」就有500票的表決權，在議案5.00「關於選舉獨立董事的議案」有200票的表決權，在議案6.00「關於選舉董事的議
案」有200票的表決權。

該投資者可以以500票為限，對議案4.00按自己的意願表決。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給某一位候選人，也可
以按照任意組合分散投給任意候選人。

如表所示：

序號 議案名稱
投票票數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關於選舉董事的議案 - - - -
4.01 例：陳×× 500 100 100
4.02 例：趙×× 0 100 50
4.03 例：蔣××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多倫多汽車撞人犯出庭 疑因仇視女性犯案
加拿大多倫多警方繼續調查周一的客貨車撞人案，

包括25歲疑兇米納西安的犯案動機。報道指，米納西
安曾在社交網站facebook(fb)形容自己是「非自願獨身
者」(incel)，批評女性拒絕和他交往，故認為他懷恨在
心而犯案。加國國防部證實，米納西安於去年8月至
10月曾短暫入伍，未有完成訓練就自行請求退出。
事件造成10死及15人受傷，死者大多為女性，年
齡介乎20到80歲，包括2名韓國人及1名約旦人，其

餘死傷者身份仍需鑑定。據報米納西安曾在fb發表仇
視女性的言論，表示「反抗已經開始，我們將打倒所
有狗男女」。米納西安亦在fb上公開讚揚美國殺人犯
羅傑，後者2014年在加州大學附近槍殺6人。米納西
安昨出庭時，其父親亦在場，被問到有什麽想對遇害
者親屬說，他只輕聲說「對不起」。米納西安的母親
未有露面，傳媒發現她2009年曾受訪，透露兒子患有
亞氏保加症(自閉症的一種)。 ■美聯社/《每日郵報》

勾肩搭背掃頭皮 美法奇異「兄弟情」
西方傳媒常以「兄弟情」(bromance)

形容獲美國總統特朗普友好對待的外國
元首，至於誰才是特朗普「最冧」的
「兄弟」，輿論認為非法國總統馬克龍
莫屬。會面期間，兩人發生一些奇異舉
止展現友誼，例如特朗普在記者會上，
稱很榮幸有馬克龍這位朋友，形容兩人
關係非常特殊，然後突然為馬克龍掃頭
皮屑，稱要讓對方成為「完美男人」。
馬克龍一邊看着特朗普，一邊報以禮貌
的笑容。
特朗普為迎接馬克龍到來隆重其事，

安排逾500名軍方及白宮官員出席歡迎
儀式，兩人一見面便互親臉頰，不時長
時間握手，勾肩搭背和面貼面問候。
除了「兄弟情」之外，特朗普妻子梅

拉妮亞的衣着和表現都受關注，她
與馬克龍夫人特羅尼厄均以一身白
色造型亮相歡迎儀式，梅拉妮亞更
戴上白色寬邊帽，令人感覺明
亮。《紐約時報》稱，「好人戴白
帽」在西方社會有約定俗成的文化意
義。

梅拉妮亞Chanel晚裝撐法國
報道指，國宴的菜單均是由梅
拉妮亞親自挑選，糅合美法特
色，主菜是烤羊排配海鮮雜錦飯。
梅拉妮亞在晚宴換上法國名牌Chanel
的銀色水晶亮片高級禮服；梅拉妮亞
則穿上奶油色LV晚裝。

■《紐約時報》/法新社/美聯社

庫克晤特朗普
憂貿易戰損蘋果業務
蘋果公司行政總裁庫克昨日在白宮

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討論中美貿
易戰問題。報道指，蘋果供應鏈集中
在中國，公司憂慮貿易糾紛會打擊其
在亞洲的業務。
庫克前日出席特朗普為法國總統馬

克龍所設的晚宴，庫克和特朗普的閉
門會面於美東時間昨下午1時45分舉
行，事前沒公開議程。上月庫克到北
京出席論壇時，表示支持自由開放貿
易的國家，才能夠獲得成功；拒絕開
放者則會遭遇失敗。

■彭博通訊社/CNBC

《週刊文春》揭發，日本文部科學
大臣林芳正近日乘搭公務專車，到一
間據稱由前AV女優開設的瑜伽中
心，在私人房間享用推油服務。林芳
正承認會定期到中心接受指壓按摩，
但否認中心提供不道德服務。
報道稱中心由前AV女優庄司祐子

經營，聘請多名前水着女星及前舞
孃，在房間提供一對一瑜伽教學，男

性每小時收費 1.1 萬日圓(約 792 港
元)。客人可自行與瑜伽導師交換通訊
軟件賬號，甚至外出交際，被形容為
「舞廳瑜伽會所」。林芳正被發現於
本月16日乘公務車前往位於東京澀谷
的瑜伽中心，據稱接受一對一指導和
推油。林芳正強調使用公車符合政府
規定，對造成混亂向公眾致歉。
■日本《週刊文春》/共同社/法新社■米納西安昨出庭受審。美聯社

■■ 特朗普為馬克龍掃
特朗普為馬克龍掃走頭皮屑走頭皮屑。。 法新社法新社

■■特朗普與馬克龍牽手並行特朗普與馬克龍牽手並行。。 路透社路透社

■■外界以外界以「「兄弟情兄弟情」」形容形容特朗特朗

普與馬克龍的關係普與馬克龍的關係。。 新華社新華社

■■梅拉妮亞和特羅梅拉妮亞和特羅
尼厄以白色造型亮尼厄以白色造型亮
相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