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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8 人 8 分鐘

內包16,400多個粽子，

屈原故里——湖北宜昌

市秭歸縣3日創造了一

項「最多人一起包粽

子」的健力士世界紀

錄。 ■中新網

屈原故里民眾創奇觀 年齡最小僅5歲
須8分鐘內包好一個

當天，秭歸縣民眾聚集到宜昌茅坪鎮鳳凰山屈原祠參
加挑戰，他們中最大的70餘歲，最小的僅5歲。每位挑
戰者手中的物料袋內有糯米、紅棗、蓼葉、絲線等材
料，每人在8分鐘內包好至少一個粽子即為挑戰成功。
當天上午8時26分，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官宣佈挑戰開
始，9,478名挑戰者在190位現場監督人員見證下，開
始包粽子。
現場，只見挑戰者將蓼葉捲成漏斗狀，然後依次裝上

糯米和紅棗，壓緊實、封口、綑紮，三角棱形粽子便成
型。8分鐘之後，認證官宣佈挑戰活動結束，挑戰者高
舉手中的端午粽，接受現場工作人員監督檢查。認證官
宣佈本次挑戰健力士世界紀錄成功，活動作為「最多人
一起包粽子」獲得健力士世界紀錄認定。
據了解，本次活動共使用4,000斤糯米、40,000片粽
葉、1,200斤橙醬，成功包好16,400多個繫着五彩絲線
的「臍橙粽」。
秭歸是屈原的故鄉，當地端午習俗別具特色。2009年，中

國端午節．屈原故里端午習俗入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
非遺代表作名錄」，粽子是秭歸端午文化符號之一。

該縣每年過「三個端午」
據國家非遺項目「屈原傳說」省級代表性傳承人、秭

歸民俗文化專家鄭承志介紹說，秭歸百姓每年要過「三
個端午」，在農曆五月初五、十五、二十五都會全家齊
動員，用蓼竹葉、糯米和紅棗，包出三角棱形的粽子。
棱角分明的外形，象徵屈原剛直不阿的品格；雪白的糯
米，象徵屈原廉潔清正的作風；紅棗，則象徵屈原的赤
膽忠心。

■挑戰者們
聚集於屈原
廣場，以包
粽子傳承端
午文化。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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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議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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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本次董事會會議通知和材料於2019年5月24日以電子郵件、電話通知等方式發出，並於2019年6月3日以通訊表決方

式召開。本次會議應出席的董事人數7人，實際出席會議的董事人數7人。本次會議由董事長王穎女士召集並主持。
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表決情況
（一）採用特別決議方式審議通過《公司2018年度經營業績自評報告》。
表決結果：同意6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鑒於湯文侃董事兼任總經理；本議案表決時，關聯董事湯文侃1人迴避表決，非關聯董事6人參加表決。
（二）審議通過《關於聘請2019年度財務報告以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同意聘請眾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

普通合夥）為公司提供2019年度財務報告以及內部控制審計服務，審計服務費合計不高於133萬元（含稅）。
表決結果：同意7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三）採用特別決議方式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董事會換屆的議案》，同意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由8名董事（其中獨立

董事4名）和1名職工董事組成，以下8人為第九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
董事候選人：王穎、湯文侃、金志強、鄧偉利
獨立董事候選人：陸雄文、陶武平、LI YIFAN（李軼梵）、雷良海
表決結果：同意7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根據公司章程，職工董事由公司職工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產生。
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
（四）審議通過《關於調整獨立董事津貼的議案》，同意將公司獨立董事津貼調整為每人每年人民幣12萬元（稅

前）。
表決結果：同意4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本項議案表決時，關聯董事3人迴避表決，非關聯董事4人參加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五）審議通過《關於召開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的議案》，同意於2019年6月25日召開2018年年度股東大會。
表決結果：同意7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三、上網公告附件
公司獨立董事關於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二一九年六月五日

附：（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

董事候選人簡歷

王穎，女，1966年4月出生，漢族，碩士研究生、公共管理碩士，中共黨員，1988年7月參加工作。歷任：上海國
際賽車場有限公司黨總支書記、副總經理；上海國際賽車場經營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上海久事國際賽事管理公司黨
委委員、副總經理；上海金橋（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委員、副總裁；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
記、總經理、第八屆董事會副董事長。現任：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第八屆董事會董事長。

湯文侃，男，1973年11月出生，漢族，全日制碩士研究生、工學碩士，在職博士研究生、經濟學博士，高級工程
師，中共黨員，1997年4月參加工作。歷任：大唐移動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期間，於2010年9月至2011年6月掛
任浦東新區區長助理）；大唐電信科技產業集團物聯網和行業信息化事業部總經理；上海臨港產業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助
理、黨組成員；上海市臨港地區開發建設管委會黨組成員，市臨港地區開發建設管委會（南匯新城鎮）綜合計劃辦公室
主任；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現任：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黨委
副書記、第八屆董事會副董事長、總經理。

金志強，男，1962年1月出生，漢族，在職大學本科畢業，高級經濟師、工程師，中共黨員，1982年8月參加工
作。歷任：浦東新區環境保護和市容衛生管理局副局長、黨工委委員、副書記；浦東新區紀委委員、區環境保護和市容
衛生管理局黨工委副書記、副局長；浦東新區紀委委員、區生態環境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

鄧偉利，男，1964年9月出生，漢族，經濟學博士，副教授，中共黨員，1990年8月參加工作。歷任：復旦大學管
理學院講師、副教授、黨總支副書記；復旦大學人事處副處長兼人才引進辦公室主任；中國華源集團上海天誠創業投資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上海國鑫投資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董事長；上海國有資產經營有限公司副總裁、黨委
副書記、董事；上海國際集團有限公司資本運營部總經理。現任：上海國際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
兼任上海國方母基金股權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金浦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上海國和現代服務業股權
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

陸雄文，男，1966年10月出生，漢族，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黨員，1991年8月參加工作。歷任：
復旦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市場營銷系主任、管理學院副院長、常務副院長。現任：復旦大學管理學院院長、教
授、博士生導師。

陶武平，男，1955年5月出生，漢族，在職碩士研究生、法學碩士，高級律師，中共黨員，1983年7月參加工作。
歷任：上海市申達律師事務所主任、首席合夥人。現任：北京觀韜中茂（上海）律師事務所主任。

LI YIFAN（李軼梵），男，1967年7月出生，美國國籍，美國註冊會計師，特許全球管理會計師，全美會計師協會
和德克薩斯州會計師協會會員。歷任：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總行資金財務部副總經理；中國協同作業網聯席創始人、董
事、首席執行官；分時廣告傳媒有限公司首席財務官；標準水務有限公司首席財務官；正興車輪集團有限公司執行副總
裁兼首席財務官；三胞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國際首席財務官。現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副總裁。

雷良海，男，1962年2月出生，漢族，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共黨員。歷任：蘇州鐵道師範學院團委
書記；上海理工大學金融系主任、商學院副院長；上海理工大學財務處處長、審計處處長、管理學院黨委書記。現任：
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機械工業審計學會副會長、中國機械工業會計審計研究中心主任。

證券代碼：600639、900911　　　　　   　　證券簡稱：浦東金橋、金橋B股　　　　　   　　公告編號：臨2019-017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屆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決議公告

特別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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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本次監事會會議通知和材料於2019年5月24日以電子郵件、電話通知等方式發出，並於2019年6月3日以通訊表決

方式召開。本次會議應出席的監事人數4人，實際出席會議的監事人數4人。本次會議由監事會主席錢敏華先生召集並主
持。

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二、監事會會議審議、表決情況
（一）審議通過《關於聘請2019年度財務報告以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議案》。
表決結果：同意4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二）審議通過《關於公司監事會換屆的議案》，同意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由3名監事和2名職工董事組成，以下3人

為第九屆監事會監事候選人：
監事候選人：沈曉明、戴紅、張占紅
表決結果：同意4票（佔有效票數100%）、反對0票、棄權0票。
本議案需提交股東大會審議。
根據公司章程，職工監事由公司職工代表大會民主選舉產生。
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
三、上網公告附件
無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監事會
二一九年六月五日

附：監事候選人簡歷

監事候選人簡歷

沈曉明，男，1964年8月出生，漢族，在職大學本科畢業，政工師，中共黨員，1984年7月參加工作。歷任：浦東
新區區委宣傳部（文廣影視局）文明創建處處長；浦東新區區級機關黨工委副書記；浦東新區區委辦公室副主任。

戴紅，女，1968年3月出生，漢族，大學本科畢業，文學學士，中教二級，中共黨員，1990年7月參加工作。歷
任：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工會主席。

張占紅，女，1972年4月出生，漢族，大學本科畢業，高級會計師，1994年6月參加工作。歷任：上海上咨會計師
事務所有限公司項目經理、合夥人；上海浦東科技投資有限公司管理會計；上海浦東現代產業開發有限公司專職監事。
現任：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屆監事會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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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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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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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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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5日14點00分
召開地點：上海市浦東新區新金橋路28號新金橋大廈4樓會議室（公共交通線路有：790、987、99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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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25日
　　　　　　　　　至2019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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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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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2018年度工作報告 √ √
2 監事會2018年度工作報告 √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 √ √
4 2019年度財務預算及經營工作計劃 √ √
5 2018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 √
6 2018年年度報告 √ √
7 關於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提案 √ √
8 關於發行中期票據的提案 √ √
9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部分條款的提案 √ √
10 關於聘請2019年度財務報告以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提案 √ √
11 關於調整獨立董事津貼的提案 √ √
累積投票議案
12.00 關於選舉第九屆董事會董事的提案 應選董事（4）人
12.01 選舉王穎為第九屆董事會董事 √ √
12.02 選舉湯文侃為第九屆董事會董事 √ √
12.03 選舉金志強為第九屆董事會董事 √ √
12.04 選舉鄧偉利為第九屆董事會董事 √ √
13.00 關於選舉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提案 應選獨立董事（4）人
13.01 選舉陸雄文為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 √
13.02 選舉陶武平為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 √
13.03 選舉LI YIFAN為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 √
13.04 選舉雷良海為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 √
14.00 關於選舉第九屆監事會監事的提案 應選監事（3）人
14.01 選舉沈曉明為第九屆監事會監事 √ √
14.02 選舉戴紅為第九屆監事會監事 √ √
14.03 選舉張占紅為第九屆監事會監事 √ √

本次股東大會還將聽取獨立董事2018年度述職報告。
各議案已披露的時間和披露媒體
上述第1-9項議案已分別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十九次會議、第八屆監事會第十六次會議審議通過，於2019年4月

13日披露；第10-14項議案已分別經公司第八屆董事會第二十一次會議、第八屆監事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於2019
年6月5日披露。

特別決議議案：第9項提案

對中小投資者單獨計票的議案：第5、10、12、13、14項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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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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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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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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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639 浦東金橋 2019/6/14 －
Ｂ股 900911 金橋B股 2019/6/19 201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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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股東持本人身份證、股東賬戶卡和持股憑證辦理登記，委託代理人持受托人身份證、授權委託書、委託人身份

證、委託人股東賬戶卡和委託人持股憑證辦理登記。
法人股東持法人單位營業執照複印件、法人授權委託書、出席人身份證和法人股東賬戶卡辦理登記。
異地股東可用信函或傳真方式（以2019年6月24日17時前收到為準）進行登記。聯繫電話：021-50307702  傳真：

021-50301533
登記時間：2019年6月21日上午9:30-11:30，至下午2:00-4:00。
登記地點：上海立信維一軟件有限公司前台（上海市東諸安濱路165弄29號4樓，靠近江蘇路）。
公共交通線路有：地鐵2、11號線（江蘇路站4號出口）、44、20、825等。

其他事項
1、本次股東大會會期半天，不發禮品，與會人士食宿、交通自理。
2、股東大會秘書處聯繫方式：
地　址：上海市浦東新區新金橋路27號18號樓
郵　編：201206
電　話：（8621）50307702、38726842
傳　真：（8621）50301533
聯繫人：何林妹

特此公告。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19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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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授權委託書

授權委託書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茲委託＿＿＿＿＿＿＿先生（女士）代表本單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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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會2018年度工作報告    
2 監事會2018年度工作報告    
3 2018年度財務決算    
4 2019年度財務預算及經營工作計劃    
5 2018年度利潤分配方案    
6 2018年年度報告    
7 關於發行超短期融資券的提案    
8 關於發行中期票據的提案    
9 關於修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部分條款的提案    
10 關於聘請2019年度財務報告以及內部控制審計機構的提案    
11 關於調整獨立董事津貼的提案    

序號 累積投票議案名稱 投票數
12.00 關於選舉第九屆董事會董事的提案
12.01 選舉王穎為第九屆董事會董事
12.02 選舉湯文侃為第九屆董事會董事
12.03 選舉金志強為第九屆董事會董事
12.04 選舉鄧偉利為第九屆董事會董事
13.00 關於選舉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提案
13.01 選舉陸雄文為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13.02 選舉陶武平為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13.03 選舉LI YIFAN為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13.04 選舉雷良海為第九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14.00 關於選舉第九屆監事會監事的提案
14.01 選舉沈曉明為第九屆監事會監事
14.02 選舉戴紅為第九屆監事會監事
14.03 選舉張占紅為第九屆監事會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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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選舉監事的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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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金橋出口加工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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