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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二季作戰術資產配置

三月份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
數（PMI）重回50榮枯線之

上，這是自2018年10月以來首次
登上50大關。信貸增速也明顯高於
市場預期，銀行貸款大幅增長，影
子借貸也見復甦。這些指標無疑讓
尋找復甦跡象的市場如願以償，進
一步提振本就偏向樂觀的風險情
緒。
許多投資者開始意識到基本面正

在改善，現在的問題在於：市場漲
勢是否已過頭？我們認為企業獲利
是下一步走勢的關鍵所在。過去十
個月以來，分析師不斷下調對亞洲
（日本除外）企業2019年度的獲
利預期，尤其是周期性較強的市
場。然而到了3月份，獲利下調步

伐總體放緩，部分北亞公司在公佈
去年第四季財報後甚至見到獲利預
期上調。由於宏觀經濟形勢改善將
帶動企業獲利好轉，我們維持看好
本地區股市（即MSCI亞洲（日本
除外）指數）的立場。不過，雖然
整體環境有利，我們仍持有亞洲股
票的雙限期權（collar option），
以作為下行保護。
當前市場面臨的主要風險包括：

隨着經濟條件改善，央行轉向鷹派
立場，這有可能加劇短期市場波
動。因此，採用期權策略進行保護
是明智之舉。

新增股票間交易頭寸
考慮到宏觀經濟萌發「綠芽」，

我們認為是時候增加順周期頭寸。
除了看好MSCI中國和MSCI新加
坡外，我們對MSCI台灣的評等也
轉為看好。市場對2019年度台灣
企業獲利的普遍預期一度下調
20%，但從今年3月起開始小幅上
調。我們的技術指標顯示，台灣是
亞洲地區賣超最重的市場，這意味
着未來跑贏的空間較大。我們自下
而上的分析也顯示，一直對台灣股
市造成重大拖累的半導體行業可望
在未來數月見底回升。
我們還新增一項看空MSCI泰國的

頭寸，因該國經濟增長疲軟、獲利動
能低迷、聯合政府成立前政治上充滿
不確定性。此外，我們仍然不看好
MSCI馬來西亞和MSCI香港。

為發掘外匯市場更多超額收益
（阿爾法）機會，本月我們在亞太
區戰術資產配置策略中新增看好印
尼盾/看空菲律賓披索的頭寸。

匯市超額收益新機會
我們認為從基本國際收支平衡

（經常賬+證券資金流入+外商直
接投資）來看，印尼應該好於菲律
賓，美國利率見頂有可能推動更多
資金流向印尼地方政府債券，從而
對印尼盾構成支持。與之相對照，
菲律賓國內信貸擴張放緩，增長仍
面臨阻力。印尼盾/菲律賓披索的
12個月息差達到近3%。在美元走
強或美債收益率大幅攀升的風險情
景下，菲律賓披索還可作為印尼盾
的避險對沖工具，因這兩個國家的
經常賬情形類似。
此外，我們仍看好新元/泰銖。

近期新加坡金管局在貨幣政策會議
上重申讓新元名義有效匯率
（NEER）緩步升值的政策，而泰
國央行加重鴿派語調意味着未來即
便升息也會推遲進行。

投資攻略投資攻略

我們在年初時將亞太區戰術資產配置（TAA）定位為：為第二季的復甦

佈局，而不是過度聚焦在第一季的宏觀經濟疲軟，因我們認為全球金融條

件放鬆將在第二季發生。令人鼓舞的是，有助於確認轉折點到來的高頻指

標符合我們的預期，尤其是作為亞洲增長引擎的中國。

■瑞銀亞太區資產配置主管Adrian Zuercher、瑞銀策略師Crystal Zhao

美元指數轉強 歐元跌幅擴大
動向金匯

馮強

歐元本周早段持續受制1.1260美元附近阻力
後走勢偏弱，周四曾走低至1.1120美元附近約
兩年低位，本周尾段大部分時間窄幅處於
1.1125至1.1145美元之間。雖然德國3月份Ifo
指數略為反彈至99.7，但本周三公佈的德國4
月份Ifo指數卻掉頭回落至99.2，反映德國企業

信心依然不振，數
據引致歐元匯價失
守1.12美元水平後
跌幅擴大，加上美
國本周公佈3月份
的新屋銷售以及耐
用品訂單數據均雙
雙好於預期，對歐
元構成進一步下行
壓力，美元指數本
周連日轉強，周四
更一度向上觸及

98.32水平兩年高點。
另一方面，歐元區去年第4季經濟按季增長

0.2%，而按年則有1.2%增幅，依然沒有陷入收
縮之後，歐盟統計局下周二將公佈歐元區首季
GDP數據，市場將關注該數據是否遜於第4季表
現。Markit上周四公佈的4月份PMI數據顯示歐
元區與德國的製造業依然是處於收縮，同時歐元
區3月份通脹年率又放緩至1.4%水平之後，德國
10年期長債息率過去1周持續反覆下跌，再次低
於零息水平，對歐元走勢構成負面，歐元本周尾
段連日低位徘徊於1.11美元水平。

觀望美聯儲局政策會議
美國3月份零售銷售顯著改善，市場觀望美
國本周五晚公佈的首季GDP數據是否好於預
期，加上美國聯儲局下周二及周三將連續兩天
舉行政策會議，該些因素導致美元指數本周五
升幅放緩，稍為減輕易歐元的下行壓力。不過
歐元本周輕易跌穿1.12美元水平，有進一步下
試低位傾向，預料歐元將暫時上落於1.1050至

1.1250美元之間。
英鎊本周二受制1.3020美元附近阻力後走勢

偏軟，周四曾回落至1.2865美元附近兩個多月
低位，本周尾段大部分時間窄幅徘徊1.2885至
1.2915美元之間。英國國家統計局上周三公佈3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年率為1.9%，連續3個月
低於央行的2%通脹目標水平。雖然英國3月份
零售銷售值按月攀升1.2%，按年有7.3%升幅，
而核心零售銷售值亦按月上升1.2%，按年上升
6.6%，均高於市場預期，但數據依然未對英鎊
構成支持，主要是保守黨與工黨在脫歐的磋商
未能取得共識，該因素將繼續不利英鎊的短期
表現。隨着美元指數升幅擴大，預料英鎊將反
覆下試1.2800美元水平。

金價有力重上1290美元
美元指數連日上升，但現貨金價周四持穩

1,273美元水平後，周五卻進一步走高至1,283
美元附近1周多高位，顯示美元近日轉強未對
金價構成太大壓力，部分投資者現階段有逢低
吸納傾向。此外，美國10年期長債息率過去1
周持續受制2.60%水平，亦有助減輕金價下行
壓力，預料現貨金價將反覆重上1,290美元水
平。

任曉平
光大新鴻基外匯策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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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Dandy's Organic Cafe

現特通告：張靜嫺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電氣街2-14號星輝苑13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
環摩羅街32號華冠大廈地下低層7
號鋪Dandy's Organic Cafe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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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藍青松、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顧耀輝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孫潔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

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7,048,896,850.11 7,021,598,745.95 0.3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748,954,835.21 3,721,860,119.49 0.73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5,049,859.60 9,069,596.80 -1,478.78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938,286,834.13 1,092,164,296.28 -14.0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6,053,200.32 44,358,224.05 -41.2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
益的淨利潤 24,071,400.76 32,492,122.19 -25.92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70 1.22 減少0.5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51 -41.2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33,396.23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
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252,296.00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
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和
其他債權投資取得的投資收益

15,835.98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96,793.14
所得稅影響額 -349,729.33

合計 1,981,799.56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49,341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48.05 0 無 0 國有法人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12,987,600 1.50 0 凍結 11,739,102 其他

劉志強 7,874,350 0.91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0.59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0.54 0 未知 其他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0.32 0 未知 其他

施阿迷 2,162,783 0.25 0 未知 其他
趙潔 2,150,000 0.25 0 未知 其他
錢惠忠 2,120,731 0.24 0 未知 其他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0.2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人民幣普通股 416,452,530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2,987,600 人民幣普通股 12,987,600
劉志強 7,874,350 境內上市外資股 7,874,35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境內上市外資股 5,079,47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境內上市外資股 4,684,740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境內上市外資股 2,754,327

施阿迷 2,162,783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62,783
趙潔 2,150,0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50,000
錢惠忠 2,120,731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20,731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境內上市外資股 1,866,209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前10名股東中，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其他9名股東之間不存在關
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他9名股
東之間未知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三、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1）貨幣資金較年初減少6.93%，主要原因是應收款項增加，資金回流減少。
（2）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較年初增加11.02%，主要原因是根據公司信用政策和行業特點，應收賬款年中餘額一般

均比年初有所上升。
（3）存貨較年初減少13.70%，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強存貨管理，原材料庫存減少。
（4）其他流動負債較年初增加7.39%，主要原因是預計返利增加。
（5）銷售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22.04%，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預計售後服務費減少。
（6）研發費用較上年同期增加106.21%，主要原因是新產品項目費用增加。
（7）財務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177.82%，主要原因是受美元匯率上升的影響，匯兌損失減少。
（8）其他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82.5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補助減少。
（9）投資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22.65%，主要原因是本期聯營企業利潤減少。
（10）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較上年同期減少41.27%，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柴油機銷售利潤減

少及本期政府補助及聯營企業的投資收益減少。
（11）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受銷售收入減少的影響，現金流入減少。
（12）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贖回了到期的理財產品。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公司名稱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藍青松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7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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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董事，於
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實際出席9名。會議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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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尚頎投

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等共同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理後續相關事項。
本議案為關聯交易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對本議案發表了事前認可意見及獨立董事意見。關聯董事藍青松、顧曉瓊、

趙茂青、楊漢琳迴避表決，由其他無關聯關係的五名董事進行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5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www.sse.com.cn）網站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8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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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監事，
於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周郎輝先生主持。應出席會議監事3名，實際出席3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經與會監事審議，通過如下決議：
一、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監事會審核了董事會編製的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後認為：
1、未發現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程序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
2、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的各項規定，未發現報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

符合實際的情況，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能真實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
3、在提出本意見前，未發現參與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同意 3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監事會認為，公司與各方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符合市場交

易原則，未發現存在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同意公司參與設立該股權投資基金。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9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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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擬設立的股權投資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以

下簡稱「本基金」、「基金」）。
●投資金額：擬設立基金總認繳出資額不少於5億元，其中，本公司出資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剩餘

由其他投資者出資。
●本次共同參與設立本基金的一方為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

關聯法人，故公司本次參與設立基金的事項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擬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屬於董事會授權範圍內，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

重組。公司參與設立本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
的步伐。

●特別風險提示：1、目前公司僅與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尚頎資本」）、上汽股
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
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
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
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
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

一、關聯交易概述
1、為實現公司長遠發展，發現、挖掘、培育新業務和新的市場增長點，快速進入公司聚焦轉型的產業鏈環節，尋

求對公司有重要意義的投資標的，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專業力量優勢加強公司的投資能力，經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開
的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
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本基金以投資汽車產業鏈項目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
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比其它優質項目。

2、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關聯人，故本次設立基金的事項認定為公司與關聯人共同投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在公司董事會審批權限內，無需提
交股東大會審議，也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
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關聯交易。

3、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同時仍在繼續引進其
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二、關聯方介紹
（一）關聯方關係介紹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集團」）持有本公司416,452,530股股份，占本公司總股本的

48.05%，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上汽集團全資子公司，上汽集團持有該公司100%的股權，根據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本公司關聯方。

（二）關聯方基本情況
名稱：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靜安區威海路489號上汽大廈803室
法定代表人：陳志鑫
註冊資本：400,000萬人民幣
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創業投資，資產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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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末，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總資產為619,193.84萬元，淨資產為438,708萬元。
在本次擬設立的基金中，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有限合夥人。

三、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
本次設立基金中，本公司和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有限合夥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

限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責任。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如下：
（一）普通合夥人
執行基金事務的普通合夥人為尚頎資本，基金運營過程中將委託其作為基金管理人，負責基金的具體運作。
名稱：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類型：有限合夥企業。
主要經營場所：上海市靜安區靈石路741、745、747號5樓510室
執行事務合夥人：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馮戟）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投資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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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資情況：上海頎聚商務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5%）、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

限公司（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0%）、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普通合夥人，出資比例：15%）
基金業協會備案登記號：P1002076。
截止2018年末，尚頎資本的總資產為8,886.76萬元，淨資產為2,616.26萬元。
關聯關係：尚頎資本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也未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普通合夥人對於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二）其他合夥人
其他投資合夥人將由普通合夥人尚頎資本對合格投資者進行非公開募集。公司將根據本次交易的推進、落實情況，

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四、擬設立基金的基本情況
1、組織形式：有限合夥企業
2、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
3、註冊地：未最終確定
4、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及相關諮詢服務（以工商登記為準）
5、基金規模和基金管理人：募集資金規模不少於5億元，以貨幣方式出資。基金管理人為尚頎資本。
6、各主要投資人的投資額和投資比例：

投資人名稱 類型 擬投資額
本公司 有限合夥人 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

上汽股權投資公司 有限合夥人 不低於1億元且不超過基金總額的20%
尚頎資本 普通合夥人 不超過基金總額的1%

其他投資人（未定） 未定 未定

7、投資領域：以汽車產業鏈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
比其它優質項目。

8、基金期限：存續期7年，其中，投資期3年，退出期4年（經全體合夥人同意可延長）。
9、管理機制：基金事務由執行事務合夥人（普通合夥人）執行，普通合夥人對於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

責任。有限合夥人不得控制或參與本合夥企業的管理或以本合夥企業的名義開展任何業務，各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出資
額為限對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責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各方尚未簽署正式基金設立協議，上述事項以正式基金協議為準，公司將按照《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及《上市公司與私募基金合作投資事項信息披露業務指引》等規範性文件的要求並根據本次交易的推
進、落實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五、該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一）該關聯交易的目的
本次投資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的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的步

伐。
（二）該關聯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本次參與投資基金符合公司未來的戰略發展，有利於借助資本市場發掘優質投資標的，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但因

基金投資週期較長，預計本次投資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暫無重大影響。

六、該關聯交易應當履行的審議程序
1、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

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
理後續相關事項。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中對關聯交易表決程序的規定，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
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故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
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
關聯交易。本次關聯交易無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2、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
3、本公司獨立董事羅建榮、樓狄明、葉建芳，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等法律法規以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同意將該關聯交易事項提交董事會審議，並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公司本次擬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本基金符合公司產業發展佈局，有利於為公司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符合

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本次關聯交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2）本次關聯交易遵循商業原則，公司與各方擬設立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
則，沒有損害中小股東及非關聯股東的利益。

（3）董事會表決本次關聯交易議案時，關聯董事進行了迴避，表決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本次交易不會
影響公司的正常生產經營，不會對公司財務及經營狀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七、風險提示
1、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

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
況，明確具體事項，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
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
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敬請廣大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

八、備查文件
1、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2、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3、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涉及關聯交易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證券代碼：600841 900920 　　　　　　　　證券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公告編號：臨2019-010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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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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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1）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
（2）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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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9年5月17日  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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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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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
　　　　　　　　　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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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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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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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 √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 √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 √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 √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 √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 √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 √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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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三次會議、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審議通過，分別詳見公司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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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關

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4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關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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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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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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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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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5）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4、會議出席對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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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9 －
Ｂ股 900920 上柴B股 2019/5/14 2019/5/9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4）其他人員

5、會議登記方法
1. 登記時間: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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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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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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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7日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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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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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召開的貴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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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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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新酒牌公告
Dandy's Organic Cafe

現特通告：張靜嫺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電氣街2-14號星輝苑13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
環摩羅街32號華冠大廈地下低層7
號鋪Dandy's Organic Cafe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9年4月27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Dandy's Organic Cafe

現特通告：張靜嫺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電氣街2-14號星輝苑13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
環摩羅街32號華冠大廈地下低層7
號鋪Dandy's Organic Cafe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9年4月27日

公司A股代碼：600841                      　　　　　　　　　　　　　　　　　　　　                   公司A股簡稱：上柴股份
公司B股代碼：900920                                       　　　　　　　　　　　　　　　　　　　　  公司B股簡稱：上柴B股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藍青松、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顧耀輝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孫潔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

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7,048,896,850.11 7,021,598,745.95 0.3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748,954,835.21 3,721,860,119.49 0.73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5,049,859.60 9,069,596.80 -1,478.78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938,286,834.13 1,092,164,296.28 -14.0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6,053,200.32 44,358,224.05 -41.2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
益的淨利潤 24,071,400.76 32,492,122.19 -25.92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70 1.22 減少0.5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51 -41.2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33,396.23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
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252,296.00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
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和
其他債權投資取得的投資收益

15,835.98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96,793.14
所得稅影響額 -349,729.33

合計 1,981,799.56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49,341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48.05 0 無 0 國有法人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12,987,600 1.50 0 凍結 11,739,102 其他

劉志強 7,874,350 0.91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0.59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0.54 0 未知 其他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0.32 0 未知 其他

施阿迷 2,162,783 0.25 0 未知 其他
趙潔 2,150,000 0.25 0 未知 其他
錢惠忠 2,120,731 0.24 0 未知 其他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0.2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人民幣普通股 416,452,530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2,987,600 人民幣普通股 12,987,600
劉志強 7,874,350 境內上市外資股 7,874,35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境內上市外資股 5,079,47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境內上市外資股 4,684,740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境內上市外資股 2,754,327

施阿迷 2,162,783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62,783
趙潔 2,150,0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50,000
錢惠忠 2,120,731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20,731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境內上市外資股 1,866,209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前10名股東中，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其他9名股東之間不存在關
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他9名股
東之間未知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三、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1）貨幣資金較年初減少6.93%，主要原因是應收款項增加，資金回流減少。
（2）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較年初增加11.02%，主要原因是根據公司信用政策和行業特點，應收賬款年中餘額一般

均比年初有所上升。
（3）存貨較年初減少13.70%，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強存貨管理，原材料庫存減少。
（4）其他流動負債較年初增加7.39%，主要原因是預計返利增加。
（5）銷售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22.04%，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預計售後服務費減少。
（6）研發費用較上年同期增加106.21%，主要原因是新產品項目費用增加。
（7）財務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177.82%，主要原因是受美元匯率上升的影響，匯兌損失減少。
（8）其他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82.5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補助減少。
（9）投資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22.65%，主要原因是本期聯營企業利潤減少。
（10）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較上年同期減少41.27%，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柴油機銷售利潤減

少及本期政府補助及聯營企業的投資收益減少。
（11）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受銷售收入減少的影響，現金流入減少。
（12）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贖回了到期的理財產品。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公司名稱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藍青松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7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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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董事，於
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實際出席9名。會議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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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尚頎投

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等共同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理後續相關事項。
本議案為關聯交易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對本議案發表了事前認可意見及獨立董事意見。關聯董事藍青松、顧曉瓊、

趙茂青、楊漢琳迴避表決，由其他無關聯關係的五名董事進行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5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www.sse.com.cn）網站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8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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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監事，
於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周郎輝先生主持。應出席會議監事3名，實際出席3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經與會監事審議，通過如下決議：
一、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監事會審核了董事會編製的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後認為：
1、未發現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程序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
2、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的各項規定，未發現報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

符合實際的情況，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能真實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
3、在提出本意見前，未發現參與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同意 3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監事會認為，公司與各方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符合市場交

易原則，未發現存在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同意公司參與設立該股權投資基金。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9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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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擬設立的股權投資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以

下簡稱「本基金」、「基金」）。
●投資金額：擬設立基金總認繳出資額不少於5億元，其中，本公司出資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剩餘

由其他投資者出資。
●本次共同參與設立本基金的一方為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

關聯法人，故公司本次參與設立基金的事項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擬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屬於董事會授權範圍內，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

重組。公司參與設立本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
的步伐。

●特別風險提示：1、目前公司僅與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尚頎資本」）、上汽股
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
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
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
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
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

一、關聯交易概述
1、為實現公司長遠發展，發現、挖掘、培育新業務和新的市場增長點，快速進入公司聚焦轉型的產業鏈環節，尋

求對公司有重要意義的投資標的，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專業力量優勢加強公司的投資能力，經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開
的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
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本基金以投資汽車產業鏈項目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
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比其它優質項目。

2、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關聯人，故本次設立基金的事項認定為公司與關聯人共同投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在公司董事會審批權限內，無需提
交股東大會審議，也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
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關聯交易。

3、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同時仍在繼續引進其
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二、關聯方介紹
（一）關聯方關係介紹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集團」）持有本公司416,452,530股股份，占本公司總股本的

48.05%，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上汽集團全資子公司，上汽集團持有該公司100%的股權，根據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本公司關聯方。

（二）關聯方基本情況
名稱：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靜安區威海路489號上汽大廈803室
法定代表人：陳志鑫
註冊資本：400,000萬人民幣
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創業投資，資產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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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末，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總資產為619,193.84萬元，淨資產為438,708萬元。
在本次擬設立的基金中，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有限合夥人。

三、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
本次設立基金中，本公司和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有限合夥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

限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責任。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如下：
（一）普通合夥人
執行基金事務的普通合夥人為尚頎資本，基金運營過程中將委託其作為基金管理人，負責基金的具體運作。
名稱：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類型：有限合夥企業。
主要經營場所：上海市靜安區靈石路741、745、747號5樓510室
執行事務合夥人：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馮戟）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投資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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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資情況：上海頎聚商務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5%）、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

限公司（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0%）、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普通合夥人，出資比例：15%）
基金業協會備案登記號：P1002076。
截止2018年末，尚頎資本的總資產為8,886.76萬元，淨資產為2,616.26萬元。
關聯關係：尚頎資本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也未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普通合夥人對於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二）其他合夥人
其他投資合夥人將由普通合夥人尚頎資本對合格投資者進行非公開募集。公司將根據本次交易的推進、落實情況，

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四、擬設立基金的基本情況
1、組織形式：有限合夥企業
2、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
3、註冊地：未最終確定
4、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及相關諮詢服務（以工商登記為準）
5、基金規模和基金管理人：募集資金規模不少於5億元，以貨幣方式出資。基金管理人為尚頎資本。
6、各主要投資人的投資額和投資比例：

投資人名稱 類型 擬投資額
本公司 有限合夥人 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

上汽股權投資公司 有限合夥人 不低於1億元且不超過基金總額的20%
尚頎資本 普通合夥人 不超過基金總額的1%

其他投資人（未定） 未定 未定

7、投資領域：以汽車產業鏈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
比其它優質項目。

8、基金期限：存續期7年，其中，投資期3年，退出期4年（經全體合夥人同意可延長）。
9、管理機制：基金事務由執行事務合夥人（普通合夥人）執行，普通合夥人對於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

責任。有限合夥人不得控制或參與本合夥企業的管理或以本合夥企業的名義開展任何業務，各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出資
額為限對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責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各方尚未簽署正式基金設立協議，上述事項以正式基金協議為準，公司將按照《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及《上市公司與私募基金合作投資事項信息披露業務指引》等規範性文件的要求並根據本次交易的推
進、落實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五、該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一）該關聯交易的目的
本次投資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的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的步

伐。
（二）該關聯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本次參與投資基金符合公司未來的戰略發展，有利於借助資本市場發掘優質投資標的，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但因

基金投資週期較長，預計本次投資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暫無重大影響。

六、該關聯交易應當履行的審議程序
1、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

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
理後續相關事項。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中對關聯交易表決程序的規定，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
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故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
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
關聯交易。本次關聯交易無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2、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
3、本公司獨立董事羅建榮、樓狄明、葉建芳，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等法律法規以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同意將該關聯交易事項提交董事會審議，並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公司本次擬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本基金符合公司產業發展佈局，有利於為公司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符合

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本次關聯交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2）本次關聯交易遵循商業原則，公司與各方擬設立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
則，沒有損害中小股東及非關聯股東的利益。

（3）董事會表決本次關聯交易議案時，關聯董事進行了迴避，表決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本次交易不會
影響公司的正常生產經營，不會對公司財務及經營狀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七、風險提示
1、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

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
況，明確具體事項，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
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
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敬請廣大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

八、備查文件
1、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2、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3、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涉及關聯交易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證券代碼：600841 900920 　　　　　　　　證券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公告編號：臨2019-010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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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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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1）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
（2）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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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9年5月17日  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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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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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
　　　　　　　　　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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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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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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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 √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 √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 √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 √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 √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 √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 √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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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三次會議、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審議通過，分別詳見公司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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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關

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4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關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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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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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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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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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5）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4、會議出席對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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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9 －
Ｂ股 900920 上柴B股 2019/5/14 2019/5/9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4）其他人員

5、會議登記方法
1. 登記時間: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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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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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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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7日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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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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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召開的貴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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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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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新酒牌公告
Dandy's Organic Cafe

現特通告：張靜嫺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電氣街2-14號星輝苑13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
環摩羅街32號華冠大廈地下低層7
號鋪Dandy's Organic Cafe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9年4月27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Dandy's Organic Cafe

現特通告：張靜嫺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電氣街2-14號星輝苑13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
環摩羅街32號華冠大廈地下低層7
號鋪Dandy's Organic Cafe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9年4月27日

公司A股代碼：600841                      　　　　　　　　　　　　　　　　　　　　                   公司A股簡稱：上柴股份
公司B股代碼：900920                                       　　　　　　　　　　　　　　　　　　　　  公司B股簡稱：上柴B股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藍青松、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顧耀輝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孫潔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

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7,048,896,850.11 7,021,598,745.95 0.3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748,954,835.21 3,721,860,119.49 0.73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5,049,859.60 9,069,596.80 -1,478.78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938,286,834.13 1,092,164,296.28 -14.0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6,053,200.32 44,358,224.05 -41.2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
益的淨利潤 24,071,400.76 32,492,122.19 -25.92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70 1.22 減少0.5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51 -41.2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33,396.23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
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252,296.00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
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和
其他債權投資取得的投資收益

15,835.98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96,793.14
所得稅影響額 -349,729.33

合計 1,981,799.56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49,341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48.05 0 無 0 國有法人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12,987,600 1.50 0 凍結 11,739,102 其他

劉志強 7,874,350 0.91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0.59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0.54 0 未知 其他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0.32 0 未知 其他

施阿迷 2,162,783 0.25 0 未知 其他
趙潔 2,150,000 0.25 0 未知 其他
錢惠忠 2,120,731 0.24 0 未知 其他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0.2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人民幣普通股 416,452,530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2,987,600 人民幣普通股 12,987,600
劉志強 7,874,350 境內上市外資股 7,874,35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境內上市外資股 5,079,47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境內上市外資股 4,684,740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境內上市外資股 2,754,327

施阿迷 2,162,783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62,783
趙潔 2,150,0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50,000
錢惠忠 2,120,731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20,731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境內上市外資股 1,866,209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前10名股東中，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其他9名股東之間不存在關
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他9名股
東之間未知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三、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1）貨幣資金較年初減少6.93%，主要原因是應收款項增加，資金回流減少。
（2）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較年初增加11.02%，主要原因是根據公司信用政策和行業特點，應收賬款年中餘額一般

均比年初有所上升。
（3）存貨較年初減少13.70%，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強存貨管理，原材料庫存減少。
（4）其他流動負債較年初增加7.39%，主要原因是預計返利增加。
（5）銷售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22.04%，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預計售後服務費減少。
（6）研發費用較上年同期增加106.21%，主要原因是新產品項目費用增加。
（7）財務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177.82%，主要原因是受美元匯率上升的影響，匯兌損失減少。
（8）其他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82.5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補助減少。
（9）投資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22.65%，主要原因是本期聯營企業利潤減少。
（10）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較上年同期減少41.27%，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柴油機銷售利潤減

少及本期政府補助及聯營企業的投資收益減少。
（11）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受銷售收入減少的影響，現金流入減少。
（12）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贖回了到期的理財產品。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公司名稱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藍青松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7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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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董事，於
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實際出席9名。會議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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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尚頎投

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等共同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理後續相關事項。
本議案為關聯交易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對本議案發表了事前認可意見及獨立董事意見。關聯董事藍青松、顧曉瓊、

趙茂青、楊漢琳迴避表決，由其他無關聯關係的五名董事進行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5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www.sse.com.cn）網站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8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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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監事，
於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周郎輝先生主持。應出席會議監事3名，實際出席3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經與會監事審議，通過如下決議：
一、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監事會審核了董事會編製的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後認為：
1、未發現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程序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
2、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的各項規定，未發現報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

符合實際的情況，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能真實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
3、在提出本意見前，未發現參與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同意 3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監事會認為，公司與各方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符合市場交

易原則，未發現存在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同意公司參與設立該股權投資基金。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9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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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擬設立的股權投資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以

下簡稱「本基金」、「基金」）。
●投資金額：擬設立基金總認繳出資額不少於5億元，其中，本公司出資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剩餘

由其他投資者出資。
●本次共同參與設立本基金的一方為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

關聯法人，故公司本次參與設立基金的事項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擬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屬於董事會授權範圍內，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

重組。公司參與設立本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
的步伐。

●特別風險提示：1、目前公司僅與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尚頎資本」）、上汽股
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
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
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
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
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

一、關聯交易概述
1、為實現公司長遠發展，發現、挖掘、培育新業務和新的市場增長點，快速進入公司聚焦轉型的產業鏈環節，尋

求對公司有重要意義的投資標的，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專業力量優勢加強公司的投資能力，經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開
的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
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本基金以投資汽車產業鏈項目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
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比其它優質項目。

2、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關聯人，故本次設立基金的事項認定為公司與關聯人共同投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在公司董事會審批權限內，無需提
交股東大會審議，也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
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關聯交易。

3、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同時仍在繼續引進其
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二、關聯方介紹
（一）關聯方關係介紹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集團」）持有本公司416,452,530股股份，占本公司總股本的

48.05%，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上汽集團全資子公司，上汽集團持有該公司100%的股權，根據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本公司關聯方。

（二）關聯方基本情況
名稱：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靜安區威海路489號上汽大廈803室
法定代表人：陳志鑫
註冊資本：400,000萬人民幣
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創業投資，資產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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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末，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總資產為619,193.84萬元，淨資產為438,708萬元。
在本次擬設立的基金中，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有限合夥人。

三、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
本次設立基金中，本公司和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有限合夥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

限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責任。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如下：
（一）普通合夥人
執行基金事務的普通合夥人為尚頎資本，基金運營過程中將委託其作為基金管理人，負責基金的具體運作。
名稱：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類型：有限合夥企業。
主要經營場所：上海市靜安區靈石路741、745、747號5樓510室
執行事務合夥人：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馮戟）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投資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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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資情況：上海頎聚商務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5%）、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

限公司（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0%）、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普通合夥人，出資比例：15%）
基金業協會備案登記號：P1002076。
截止2018年末，尚頎資本的總資產為8,886.76萬元，淨資產為2,616.26萬元。
關聯關係：尚頎資本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也未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普通合夥人對於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二）其他合夥人
其他投資合夥人將由普通合夥人尚頎資本對合格投資者進行非公開募集。公司將根據本次交易的推進、落實情況，

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四、擬設立基金的基本情況
1、組織形式：有限合夥企業
2、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
3、註冊地：未最終確定
4、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及相關諮詢服務（以工商登記為準）
5、基金規模和基金管理人：募集資金規模不少於5億元，以貨幣方式出資。基金管理人為尚頎資本。
6、各主要投資人的投資額和投資比例：

投資人名稱 類型 擬投資額
本公司 有限合夥人 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

上汽股權投資公司 有限合夥人 不低於1億元且不超過基金總額的20%
尚頎資本 普通合夥人 不超過基金總額的1%

其他投資人（未定） 未定 未定

7、投資領域：以汽車產業鏈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
比其它優質項目。

8、基金期限：存續期7年，其中，投資期3年，退出期4年（經全體合夥人同意可延長）。
9、管理機制：基金事務由執行事務合夥人（普通合夥人）執行，普通合夥人對於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

責任。有限合夥人不得控制或參與本合夥企業的管理或以本合夥企業的名義開展任何業務，各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出資
額為限對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責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各方尚未簽署正式基金設立協議，上述事項以正式基金協議為準，公司將按照《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及《上市公司與私募基金合作投資事項信息披露業務指引》等規範性文件的要求並根據本次交易的推
進、落實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五、該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一）該關聯交易的目的
本次投資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的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的步

伐。
（二）該關聯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本次參與投資基金符合公司未來的戰略發展，有利於借助資本市場發掘優質投資標的，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但因

基金投資週期較長，預計本次投資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暫無重大影響。

六、該關聯交易應當履行的審議程序
1、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

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
理後續相關事項。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中對關聯交易表決程序的規定，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
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故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
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
關聯交易。本次關聯交易無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2、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
3、本公司獨立董事羅建榮、樓狄明、葉建芳，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等法律法規以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同意將該關聯交易事項提交董事會審議，並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公司本次擬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本基金符合公司產業發展佈局，有利於為公司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符合

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本次關聯交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2）本次關聯交易遵循商業原則，公司與各方擬設立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
則，沒有損害中小股東及非關聯股東的利益。

（3）董事會表決本次關聯交易議案時，關聯董事進行了迴避，表決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本次交易不會
影響公司的正常生產經營，不會對公司財務及經營狀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七、風險提示
1、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

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
況，明確具體事項，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
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
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敬請廣大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

八、備查文件
1、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2、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3、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涉及關聯交易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證券代碼：600841 900920 　　　　　　　　證券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公告編號：臨2019-010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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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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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1）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
（2）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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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9年5月17日  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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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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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
　　　　　　　　　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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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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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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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 √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 √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 √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 √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 √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 √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 √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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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三次會議、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審議通過，分別詳見公司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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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關

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4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關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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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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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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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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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5）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4、會議出席對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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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9 －
Ｂ股 900920 上柴B股 2019/5/14 2019/5/9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4）其他人員

5、會議登記方法
1. 登記時間: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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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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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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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7日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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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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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召開的貴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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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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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新酒牌公告
Dandy's Organic Cafe

現特通告：張靜嫺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電氣街2-14號星輝苑13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
環摩羅街32號華冠大廈地下低層7
號鋪Dandy's Organic Cafe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9年4月27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Dandy's Organic Cafe

現特通告：張靜嫺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電氣街2-14號星輝苑13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
環摩羅街32號華冠大廈地下低層7
號鋪Dandy's Organic Cafe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9年4月27日

公司A股代碼：600841                      　　　　　　　　　　　　　　　　　　　　                   公司A股簡稱：上柴股份
公司B股代碼：900920                                       　　　　　　　　　　　　　　　　　　　　  公司B股簡稱：上柴B股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藍青松、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顧耀輝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孫潔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

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7,048,896,850.11 7,021,598,745.95 0.3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748,954,835.21 3,721,860,119.49 0.73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5,049,859.60 9,069,596.80 -1,478.78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938,286,834.13 1,092,164,296.28 -14.0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6,053,200.32 44,358,224.05 -41.2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
益的淨利潤 24,071,400.76 32,492,122.19 -25.92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70 1.22 減少0.5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51 -41.2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33,396.23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
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252,296.00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
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和
其他債權投資取得的投資收益

15,835.98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96,793.14
所得稅影響額 -349,729.33

合計 1,981,799.56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49,341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48.05 0 無 0 國有法人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12,987,600 1.50 0 凍結 11,739,102 其他

劉志強 7,874,350 0.91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0.59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0.54 0 未知 其他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0.32 0 未知 其他

施阿迷 2,162,783 0.25 0 未知 其他
趙潔 2,150,000 0.25 0 未知 其他
錢惠忠 2,120,731 0.24 0 未知 其他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0.2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人民幣普通股 416,452,530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2,987,600 人民幣普通股 12,987,600
劉志強 7,874,350 境內上市外資股 7,874,35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境內上市外資股 5,079,47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境內上市外資股 4,684,740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境內上市外資股 2,754,327

施阿迷 2,162,783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62,783
趙潔 2,150,0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50,000
錢惠忠 2,120,731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20,731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境內上市外資股 1,866,209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前10名股東中，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其他9名股東之間不存在關
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他9名股
東之間未知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三、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1）貨幣資金較年初減少6.93%，主要原因是應收款項增加，資金回流減少。
（2）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較年初增加11.02%，主要原因是根據公司信用政策和行業特點，應收賬款年中餘額一般

均比年初有所上升。
（3）存貨較年初減少13.70%，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強存貨管理，原材料庫存減少。
（4）其他流動負債較年初增加7.39%，主要原因是預計返利增加。
（5）銷售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22.04%，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預計售後服務費減少。
（6）研發費用較上年同期增加106.21%，主要原因是新產品項目費用增加。
（7）財務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177.82%，主要原因是受美元匯率上升的影響，匯兌損失減少。
（8）其他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82.5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補助減少。
（9）投資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22.65%，主要原因是本期聯營企業利潤減少。
（10）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較上年同期減少41.27%，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柴油機銷售利潤減

少及本期政府補助及聯營企業的投資收益減少。
（11）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受銷售收入減少的影響，現金流入減少。
（12）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贖回了到期的理財產品。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公司名稱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藍青松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7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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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董事，於
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實際出席9名。會議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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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尚頎投

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等共同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理後續相關事項。
本議案為關聯交易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對本議案發表了事前認可意見及獨立董事意見。關聯董事藍青松、顧曉瓊、

趙茂青、楊漢琳迴避表決，由其他無關聯關係的五名董事進行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5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www.sse.com.cn）網站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8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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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監事，
於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周郎輝先生主持。應出席會議監事3名，實際出席3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經與會監事審議，通過如下決議：
一、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監事會審核了董事會編製的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後認為：
1、未發現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程序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
2、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的各項規定，未發現報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

符合實際的情況，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能真實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
3、在提出本意見前，未發現參與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同意 3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監事會認為，公司與各方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符合市場交

易原則，未發現存在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同意公司參與設立該股權投資基金。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9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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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擬設立的股權投資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以

下簡稱「本基金」、「基金」）。
●投資金額：擬設立基金總認繳出資額不少於5億元，其中，本公司出資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剩餘

由其他投資者出資。
●本次共同參與設立本基金的一方為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

關聯法人，故公司本次參與設立基金的事項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擬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屬於董事會授權範圍內，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

重組。公司參與設立本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
的步伐。

●特別風險提示：1、目前公司僅與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尚頎資本」）、上汽股
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
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
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
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
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

一、關聯交易概述
1、為實現公司長遠發展，發現、挖掘、培育新業務和新的市場增長點，快速進入公司聚焦轉型的產業鏈環節，尋

求對公司有重要意義的投資標的，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專業力量優勢加強公司的投資能力，經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開
的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
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本基金以投資汽車產業鏈項目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
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比其它優質項目。

2、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關聯人，故本次設立基金的事項認定為公司與關聯人共同投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在公司董事會審批權限內，無需提
交股東大會審議，也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
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關聯交易。

3、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同時仍在繼續引進其
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二、關聯方介紹
（一）關聯方關係介紹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集團」）持有本公司416,452,530股股份，占本公司總股本的

48.05%，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上汽集團全資子公司，上汽集團持有該公司100%的股權，根據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本公司關聯方。

（二）關聯方基本情況
名稱：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靜安區威海路489號上汽大廈803室
法定代表人：陳志鑫
註冊資本：400,000萬人民幣
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創業投資，資產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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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末，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總資產為619,193.84萬元，淨資產為438,708萬元。
在本次擬設立的基金中，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有限合夥人。

三、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
本次設立基金中，本公司和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有限合夥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

限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責任。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如下：
（一）普通合夥人
執行基金事務的普通合夥人為尚頎資本，基金運營過程中將委託其作為基金管理人，負責基金的具體運作。
名稱：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類型：有限合夥企業。
主要經營場所：上海市靜安區靈石路741、745、747號5樓510室
執行事務合夥人：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馮戟）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投資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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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資情況：上海頎聚商務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5%）、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

限公司（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0%）、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普通合夥人，出資比例：15%）
基金業協會備案登記號：P1002076。
截止2018年末，尚頎資本的總資產為8,886.76萬元，淨資產為2,616.26萬元。
關聯關係：尚頎資本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也未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普通合夥人對於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二）其他合夥人
其他投資合夥人將由普通合夥人尚頎資本對合格投資者進行非公開募集。公司將根據本次交易的推進、落實情況，

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四、擬設立基金的基本情況
1、組織形式：有限合夥企業
2、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
3、註冊地：未最終確定
4、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及相關諮詢服務（以工商登記為準）
5、基金規模和基金管理人：募集資金規模不少於5億元，以貨幣方式出資。基金管理人為尚頎資本。
6、各主要投資人的投資額和投資比例：

投資人名稱 類型 擬投資額
本公司 有限合夥人 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

上汽股權投資公司 有限合夥人 不低於1億元且不超過基金總額的20%
尚頎資本 普通合夥人 不超過基金總額的1%

其他投資人（未定） 未定 未定

7、投資領域：以汽車產業鏈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
比其它優質項目。

8、基金期限：存續期7年，其中，投資期3年，退出期4年（經全體合夥人同意可延長）。
9、管理機制：基金事務由執行事務合夥人（普通合夥人）執行，普通合夥人對於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

責任。有限合夥人不得控制或參與本合夥企業的管理或以本合夥企業的名義開展任何業務，各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出資
額為限對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責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各方尚未簽署正式基金設立協議，上述事項以正式基金協議為準，公司將按照《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及《上市公司與私募基金合作投資事項信息披露業務指引》等規範性文件的要求並根據本次交易的推
進、落實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五、該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一）該關聯交易的目的
本次投資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的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的步

伐。
（二）該關聯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本次參與投資基金符合公司未來的戰略發展，有利於借助資本市場發掘優質投資標的，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但因

基金投資週期較長，預計本次投資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暫無重大影響。

六、該關聯交易應當履行的審議程序
1、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

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
理後續相關事項。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中對關聯交易表決程序的規定，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
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故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
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
關聯交易。本次關聯交易無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2、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
3、本公司獨立董事羅建榮、樓狄明、葉建芳，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等法律法規以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同意將該關聯交易事項提交董事會審議，並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公司本次擬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本基金符合公司產業發展佈局，有利於為公司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符合

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本次關聯交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2）本次關聯交易遵循商業原則，公司與各方擬設立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
則，沒有損害中小股東及非關聯股東的利益。

（3）董事會表決本次關聯交易議案時，關聯董事進行了迴避，表決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本次交易不會
影響公司的正常生產經營，不會對公司財務及經營狀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七、風險提示
1、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

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
況，明確具體事項，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
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
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敬請廣大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

八、備查文件
1、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2、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3、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涉及關聯交易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證券代碼：600841 900920 　　　　　　　　證券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公告編號：臨2019-010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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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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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1）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
（2）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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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9年5月17日  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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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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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
　　　　　　　　　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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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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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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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 √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 √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 √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 √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 √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 √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 √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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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三次會議、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審議通過，分別詳見公司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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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關

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4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關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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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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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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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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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5）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4、會議出席對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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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9 －
Ｂ股 900920 上柴B股 2019/5/14 2019/5/9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4）其他人員

5、會議登記方法
1. 登記時間: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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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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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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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7日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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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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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召開的貴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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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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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新酒牌公告
Dandy's Organic Cafe

現特通告：張靜嫺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電氣街2-14號星輝苑13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
環摩羅街32號華冠大廈地下低層7
號鋪Dandy's Organic Cafe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9年4月27日

申請新酒牌公告
Dandy's Organic Cafe

現特通告：張靜嫺其地址為香港
灣仔電氣街2-14號星輝苑13樓C
室，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香港上
環摩羅街32號華冠大廈地下低層7
號鋪Dandy's Organic Cafe的新
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
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天內，將
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對書，寄
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號駱克道
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書收。

日期：2019年4月27日

公司A股代碼：600841                      　　　　　　　　　　　　　　　　　　　　                   公司A股簡稱：上柴股份
公司B股代碼：900920                                       　　　　　　　　　　　　　　　　　　　　  公司B股簡稱：上柴B股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正文

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及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保證季度報告內容的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虛假記載、

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並承擔個別和連帶的法律責任。
公司全體董事出席董事會審議季度報告。
1.3  公司負責人藍青松、主管會計工作負責人顧耀輝及會計機構負責人（會計主管人員）孫潔保證季度報告中財務

報表的真實、準確、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報告未經審計。

二、公司主要財務數據和股東變化
2.1 主要財務數據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本報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報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減(%)
總資產 7,048,896,850.11 7,021,598,745.95 0.3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資產 3,748,954,835.21 3,721,860,119.49 0.73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125,049,859.60 9,069,596.80 -1,478.78

年初至報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報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減（%）
營業收入 938,286,834.13 1,092,164,296.28 -14.09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 26,053,200.32 44,358,224.05 -41.27
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
益的淨利潤 24,071,400.76 32,492,122.19 -25.92

加權平均淨資產收益率（%） 0.70 1.22 減少0.52個百分點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0 0.051 -41.27
稀釋每股收益（元/股）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非經常性損益項目和金額
 √適用  □不適用 

單位：元  幣種：人民幣

項目 本期金額
非流動資產處置損益 -33,396.23
計入當期損益的政府補助，但與公司正常經營業務密切相關，符合國家政策規定、按照一定標準定額或定量持續享
受的政府補助除外 2,252,296.00

除同公司正常經營業務相關的有效套期保值業務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
金融負債產生的公允價值變動損益，以及處置交易性金融資產、衍生金融資產、交易性金融負債、衍生金融負債和
其他債權投資取得的投資收益

15,835.98

除上述各項之外的其他營業外收入和支出 96,793.14
所得稅影響額 -349,729.33

合計 1,981,799.56

2.2 截止報告期末的股東總數、前十名股東、前十名流通股東（或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單位：股

股東總數（戶） 49,341
前十名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全稱） 期末持股
數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條件

股份數量
質押或凍結情況

股東性質
股份狀態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48.05 0 無 0 國有法人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
有限公司 12,987,600 1.50 0 凍結 11,739,102 其他

劉志強 7,874,350 0.91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0.59 0 未知 其他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0.54 0 未知 其他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0.32 0 未知 其他

施阿迷 2,162,783 0.25 0 未知 其他
趙潔 2,150,000 0.25 0 未知 其他
錢惠忠 2,120,731 0.24 0 未知 其他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0.22 0 未知 其他

前十名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

股東名稱 持有無限售條件
流通股的數量

股份種類及數量
種類 數量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416,452,530 人民幣普通股 416,452,530
無錫威孚高科技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12,987,600 人民幣普通股 12,987,600
劉志強 7,874,350 境內上市外資股 7,874,350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5,079,470 境內上市外資股 5,079,470

VANGUARD TOTAL INTERNATIONAL STOCK INDEX 
FUND 4,684,740 境內上市外資股 4,684,740

BOCHK INVESTMENT FUNDS-BOCHK CHINA 
GOLDEN DRAGON FUND 2,754,327 境內上市外資股 2,754,327

施阿迷 2,162,783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62,783
趙潔 2,150,000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50,000
錢惠忠 2,120,731 境內上市外資股 2,120,731
BOCI SECURITIES LIMITED 1,866,209 境內上市外資股 1,866,209

上述股東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的說明
前10名股東中，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與其他9名股東之間不存在關
聯關係或屬於《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規定的一致行動人，其他9名股
東之間未知是否存在關聯關係或一致行動人的情況。

表決權恢復的優先股股東及持股數量的說明 不適用

2.3 截止報告期末的優先股股東總數、前十名優先股股東、前十名優先股無限售條件股東持股情況表
 □適用  √不適用 

三、重要事項
3.1 公司主要會計報表項目、財務指標重大變動的情況及原因
 √適用  □不適用 
（1）貨幣資金較年初減少6.93%，主要原因是應收款項增加，資金回流減少。
（2）應收票據及應收賬款較年初增加11.02%，主要原因是根據公司信用政策和行業特點，應收賬款年中餘額一般

均比年初有所上升。
（3）存貨較年初減少13.70%，主要原因是公司加強存貨管理，原材料庫存減少。
（4）其他流動負債較年初增加7.39%，主要原因是預計返利增加。
（5）銷售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22.04%，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預計售後服務費減少。
（6）研發費用較上年同期增加106.21%，主要原因是新產品項目費用增加。
（7）財務費用較上年同期減少177.82%，主要原因是受美元匯率上升的影響，匯兌損失減少。
（8）其他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82.58%，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到的政府補助減少。
（9）投資收益較上年同期減少22.65%，主要原因是本期聯營企業利潤減少。
（10）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較上年同期減少41.27%，主要原因是受銷量減少的影響，柴油機銷售利潤減

少及本期政府補助及聯營企業的投資收益減少。
（11）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受銷售收入減少的影響，現金流入減少。
（12）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變動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同期贖回了到期的理財產品。
3.2 重要事項進展情況及其影響和解決方案的分析說明
 □適用  √不適用 
3.3 報告期內超期未履行完畢的承諾事項
 □適用  √不適用 
3.4 預測年初至下一報告期期末的累計淨利潤可能為虧損或者與上年同期相比發生重大變動的警示及原因說明
 □適用  √不適用 

公司名稱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藍青松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7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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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董事，於
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應出席董事9名，實際出席9名。會議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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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9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上海尚頎投

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等共同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理後續相關事項。
本議案為關聯交易議案，公司獨立董事對本議案發表了事前認可意見及獨立董事意見。關聯董事藍青松、顧曉瓊、

趙茂青、楊漢琳迴避表決，由其他無關聯關係的五名董事進行表決。
表決結果：同意5票，棄權0 票，反對0票。
詳見上海證券交易所（www.sse.com.cn）網站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8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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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於2019年4月17日以書面、郵件及電話通知各位監事，
於2019年4月26日以通訊表決方式召開。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周郎輝先生主持。應出席會議監事3名，實際出席3名，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

經與會監事審議，通過如下決議：
一、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
監事會審核了董事會編製的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後認為：
1、未發現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程序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
2、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的內容和格式符合中國證監會和證券交易所的各項規定，未發現報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

符合實際的情況，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能真實地反映出公司2019年第一季度的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
3、在提出本意見前，未發現參與2019年第一季度報告編製和審議的人員有違反保密規定的行為。
（同意 3 票，反對 0 票，棄權 0 票）
二、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的議案
監事會認為，公司與各方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則，符合市場交

易原則，未發現存在損害公司及中小股東利益的情況，同意公司參與設立該股權投資基金。
（同意3票，反對0票，棄權0票）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股票簡稱：上柴股份  上柴B股　　　　　　　　　股票代碼：600841  900920 　　　　　　　　　編號：臨2019-009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暨關聯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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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內容提示：
●擬設立的股權投資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以

下簡稱「本基金」、「基金」）。
●投資金額：擬設立基金總認繳出資額不少於5億元，其中，本公司出資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剩餘

由其他投資者出資。
●本次共同參與設立本基金的一方為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

關聯法人，故公司本次參與設立基金的事項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擬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屬於董事會授權範圍內，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

重組。公司參與設立本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
的步伐。

●特別風險提示：1、目前公司僅與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以下簡稱「尚頎資本」）、上汽股
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
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
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
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
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

一、關聯交易概述
1、為實現公司長遠發展，發現、挖掘、培育新業務和新的市場增長點，快速進入公司聚焦轉型的產業鏈環節，尋

求對公司有重要意義的投資標的，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專業力量優勢加強公司的投資能力，經公司2019年4月26日召開
的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
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本基金以投資汽車產業鏈項目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
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比其它優質項目。

2、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系公司關聯人，故本次設立基金的事項認定為公司與關聯人共同投資，根據《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的規定，構成關聯交易。

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在公司董事會審批權限內，無需提
交股東大會審議，也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
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關聯交易。

3、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同時仍在繼續引進其
他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二、關聯方介紹
（一）關聯方關係介紹
上海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汽集團」）持有本公司416,452,530股股份，占本公司總股本的

48.05%，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上汽集團全資子公司，上汽集團持有該公司100%的股權，根據
《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規定，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本公司關聯方。

（二）關聯方基本情況
名稱：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限公司
類型：有限責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靜安區威海路489號上汽大廈803室
法定代表人：陳志鑫
註冊資本：400,000萬人民幣
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創業投資，資產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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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2018年末，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總資產為619,193.84萬元，淨資產為438,708萬元。
在本次擬設立的基金中，上汽股權投資公司是有限合夥人。

三、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
本次設立基金中，本公司和上汽股權投資公司為有限合夥人，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

限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責任。其他投資合夥人情況如下：
（一）普通合夥人
執行基金事務的普通合夥人為尚頎資本，基金運營過程中將委託其作為基金管理人，負責基金的具體運作。
名稱：上海尚頎投資管理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類型：有限合夥企業。
主要經營場所：上海市靜安區靈石路741、745、747號5樓510室
執行事務合夥人：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馮戟）
經營範圍：投資管理，投資諮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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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資情況：上海頎聚商務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5%）、上海汽車集團股權投資有

限公司（有限合夥人，出資比例：40%）、上海頎元商務諮詢有限公司（普通合夥人，出資比例：15%）
基金業協會備案登記號：P1002076。
截止2018年末，尚頎資本的總資產為8,886.76萬元，淨資產為2,616.26萬元。
關聯關係：尚頎資本與本公司不存在關聯關係，也未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普通合夥人對於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二）其他合夥人
其他投資合夥人將由普通合夥人尚頎資本對合格投資者進行非公開募集。公司將根據本次交易的推進、落實情況，

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四、擬設立基金的基本情況
1、組織形式：有限合夥企業
2、基金名稱：尚頎汽車產業股權投資基金（有限合夥）（暫定名，最終名稱以工商核准為準）
3、註冊地：未最終確定
4、經營範圍：股權投資及相關諮詢服務（以工商登記為準）
5、基金規模和基金管理人：募集資金規模不少於5億元，以貨幣方式出資。基金管理人為尚頎資本。
6、各主要投資人的投資額和投資比例：

投資人名稱 類型 擬投資額
本公司 有限合夥人 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

上汽股權投資公司 有限合夥人 不低於1億元且不超過基金總額的20%
尚頎資本 普通合夥人 不超過基金總額的1%

其他投資人（未定） 未定 未定

7、投資領域：以汽車產業鏈為主，重點關注新能源、節能環保、半導體、汽車後市場及高端製造等領域，適當配
比其它優質項目。

8、基金期限：存續期7年，其中，投資期3年，退出期4年（經全體合夥人同意可延長）。
9、管理機制：基金事務由執行事務合夥人（普通合夥人）執行，普通合夥人對於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

責任。有限合夥人不得控制或參與本合夥企業的管理或以本合夥企業的名義開展任何業務，各有限合夥人以其認繳出資
額為限對本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責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各方尚未簽署正式基金設立協議，上述事項以正式基金協議為準，公司將按照《上海證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規則》及《上市公司與私募基金合作投資事項信息披露業務指引》等規範性文件的要求並根據本次交易的推
進、落實情況，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五、該關聯交易的目的以及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一）該關聯交易的目的
本次投資基金有利於公司借助專業投資機構的資源，提高對外投資標的運作的專業性，探索公司外延式發展的步

伐。
（二）該關聯交易對上市公司的影響
本次參與投資基金符合公司未來的戰略發展，有利於借助資本市場發掘優質投資標的，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但因

基金投資週期較長，預計本次投資對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暫無重大影響。

六、該關聯交易應當履行的審議程序
1、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

出資人民幣1.5億元（不超過基金總額的30%）與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尚頎資本等共同設立本基金，並授權公司管理層辦
理後續相關事項。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中對關聯交易表決程序的規定，本次設立基金的關聯交易金額未占公司最近
一期經審計淨資產絕對值5%以上，故無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不構成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事項。截至本次設立基
金的關聯交易為止，過去12個月內，公司不存在與本次同一關聯人或與不同關聯人之間交易類別與本次關聯交易相關的
關聯交易。本次關聯交易無需提交本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2、本次設立基金暨關聯交易已經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審議通過。
3、本公司獨立董事羅建榮、樓狄明、葉建芳，根據《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

等法律法規以及《公司章程》的有關規定，同意將該關聯交易事項提交董事會審議，並發表如下獨立意見：
（1）公司本次擬與關聯方共同投資設立本基金符合公司產業發展佈局，有利於為公司培育新的利潤增長點，符合

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本次關聯交易符合《公司法》、《證券法》、《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等法律、法規
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2）本次關聯交易遵循商業原則，公司與各方擬設立基金所約定的交易事項合理，遵循了公平、公開、公正的原
則，沒有損害中小股東及非關聯股東的利益。

（3）董事會表決本次關聯交易議案時，關聯董事進行了迴避，表決程序符合法律和公司章程規定。本次交易不會
影響公司的正常生產經營，不會對公司財務及經營狀況產生重大不利影響。

七、風險提示
1、目前，公司僅與尚頎資本、上汽股權投資公司就共同設立本基金有關事宜達成初步意向，本基金尚在引入其他

社會資本，尚未簽署正式基金協議，且存在未能募集到足夠的資金以確保基金設立完成的風險，公司將根據合作進展情
況，明確具體事項，及時履行後續的信息披露義務。

2、股權投資基金具有投資週期長，流動性較低等特點，公司的本次投資將面臨較長的投資回收期，且股權投資基
金領域受宏觀經濟、行業政策、行業週期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基金運作過程中，存在決策失誤或受經濟環境、行業環
境、證券市場環境、投資標的經營管理等因素影響，導致無法達到預期收益或發生投資虧損的風險，敬請廣大投資者注
意投資風險。

八、備查文件
1、公司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2、公司監事會2019年度第一次臨時會議決議；
3、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參與設立股權投資基金涉及關聯交易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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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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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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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1）股東大會類型和屆次
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
（2）股東大會召集人：董事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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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現場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和地點
召開的日期時間：2019年5月17日  上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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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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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
　　　　　　　　　至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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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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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涉及公開徵集股東投票權
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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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 √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 √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 √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 √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 √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 √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 √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 √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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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屆三次會議、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審議通過，分別詳見公司3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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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關

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4 涉及關聯股東迴避表決的議案：《關於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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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東大會投票注意事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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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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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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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股東對所有議案均表決完畢才能提交。
（5）同時持有本公司A股和B股的股東，應當分別投票。

4、會議出席對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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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5/9 －
Ｂ股 900920 上柴B股 2019/5/14 2019/5/9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4）其他人員

5、會議登記方法
1. 登記時間: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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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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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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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7日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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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九屆三次會議決議》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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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召開的貴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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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董事會報告    
2 2018年度監事會報告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及2019年度預算報告    
4 2018年度利潤分配預案    
5 2018年度獨立董事述職報告    
6 2018年年度報告及摘要    
7 關於聘請2019年度會計師事務所的議案    
8 關於聘請2019年度內控審計機構的議案    
9 關於2019年度日常關聯交易的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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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柴油機股份有限公司

帷幄任籌

在過去10年，通常在4月中
過後美元將發生單邊上升或單
邊下跌達1個至3個月之久。通
常在1月至3月美元都以上落市
為主多。5月出現上升8次，下
跌的只有2次。過去30年，5月
上升的次數達18次。本周美元
出現一支大陽燭，所以預期5月
的行情很有可能將會是美元一
枝獨秀。

資金流入股債增美元需求
據EPFR截至4月17日，美股有18億資金流入，高收益
企業債有14億資金流入，投資級別的企業債有11億資金
流入，可見美股上升是有資金支持，並且推高了美元。中
美貿易協議如果達成後，中國將加大買入美國能源和農產
品也會增加了美元需求。
英脫歐困局增加，英保守黨將要求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提供明確的離任時間表。由於保守黨對脫歐問題嚴重
分裂，約三分一議員傾向留歐，三分二議員傾向脫歐，當
中過半數更是反對文翠珊的方案及支持硬脫歐。文翠珊的
脫歐方案已經三次闖議會失敗。如果文翠珊真的被迫辭
職，那麼保守黨上台最高呼聲的是約翰遜(Boris Johnson)。

英鎊兌美元有機會下試1.25
英國外交大臣侯俊偉(Jeremy Hunt)周四表示，如果讓他
在不退歐和無協議脫歐之間作出選擇，他將選擇無協議脫
歐。另外前英倫銀行行長金恩(Mervyn King)也在多次訪問
中表示在留歐和硬脫中選擇，會選硬脫。除非文翠珊和工
黨達成協議，並留在關稅同盟和共同市場2.0，否則硬脫
風險反上升了。從期權部署看，英鎊有機會下試1.25甚至
更低。
澳洲將在5月大選，市場預期本周的澳洲通脹意外回落
至1.3%的情況下，澳儲有機會在年內減少，澳洲房地產
市場的槓桿情況和97年的香港房市高度相似。所以澳元
的基本面正在減弱。歐洲5月將舉行議會選舉，改革的好
消息將欠奉，美歐貿易戰開鑼，德國經濟數據回落均不利
歐元。
從技術面看，美匯指數已經作出突破，創今年高位。上

方阻力及短線目標在100，這是2015年的高位。支持是60
周線，2018年3次觸到該線後反彈。

鈦博會現場簽8項目引資38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仕珍寶雞報道）
2019中國鈦谷國際鈦產業博覽會近日在陝
西寶雞舉行，吸引了來自德國、英國、日
本等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組織及150餘家
境內外企業參展參會。鈦博會期間共達成
各類投資採購合同協議項目12個，總金額
66億元（人民幣，下同）。

在項目推介暨簽約大會上，8個項目現場
簽約，總投資額38億元，其中，寶雞力興
鈦及鈦合金航空新材料產業園項目總投資
20億元，主要建設鈦合金飛機高壓管路件
系統車間、鈦合金飛機發動機作動筒車
間、鈦合金飛機發動機連接桿車間、航空
用鈦合金異型件鍛壓車間等，以及園區基

礎配套設施。

寶雞鈦產品供應佔全國60%
寶雞被譽為「中國鈦谷」。據陝西省副

省長、寶雞市委書記徐啟方介紹，近年寶
雞鈦產業迅速發展，各類鈦企業達到500多
家，鈦產品供應佔全國的60%，佔世界的
20%，覆蓋航空航天、海洋、石化、醫療等
眾多領域，年產值近500億元。
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副會長賈明星表

示，鈦在航天、航空、艦船、兵器、核工
業等領域具有廣泛的應用潛力，尤其是鈦
材在國家C919大飛機項目、4,500米深潛器
載人球殼項目中的應用。
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原材料司副司長余

薇稱，工信部將面向航空航天、船舶、海
洋工程等重大工程發展，加快鈦合金關鍵
技術工藝研發，並搭建一批重點新材料生
產應用示範平台，促進鈦基新材料應用示
範。

安永：內地獨角獸企業迅猛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

上海報道）2019「安永復旦中
國最具潛力企業」評選昨在滬
啟動，意在發掘處於發展初
期，卻展現出巨大潛力的中國
企業，即日起開始接受各界報
名。安永大中華區業務主管梁
偉立表示，中國政府深入實施
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科技創
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在此背景下，近幾年國內
獨角獸企業正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迅猛發展。他透露，歷年獲獎企業
中已有三家申報上交所科創板上市，
並獲得受理問詢。

獲獎榜單覆蓋行業逐年擴大
據梁偉立稱，去年獲獎企業中，共

有10家後續獲得新一輪融資，絕大多
數企業獲融資規模達億元人民幣以
上。獲獎榜單覆蓋行業逐年擴大，從
生命科學、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

業，到在線教育、共享經濟、新零售
等新經濟業態均有企業入選，其中不
乏符合科創板上市行業的公司。
他並透露，2013年獲獎企業安翰科

技（武漢）股份公司、2015年獲獎企
業北京木瓜移動科技股份公司、和
2017年獲獎企業上海泰坦科技股份公
司已於近日申報上交所科創板上市，
並獲得受理問詢。

■中國鈦谷國際鈦產業博覽會簽約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仕珍攝

■安永大中華區業務主管梁偉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