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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2-051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2年9月2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向全體董事

發出《關於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的通知》。本次董事會以現場會議的方式於2022年9
月9日上午10：00在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16號京糧大廈1517會議室召開。本次會議應出席董事9
名，實際出席會議的董事9名。本次董事會會議由公司董事長王春立主持，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法
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1、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1.1、選舉王春立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2、選舉李少陵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3、選舉王振忠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4、選舉聶徐春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5、選舉關穎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6、選舉劉蓮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

的公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採用累積投票制進行表決。
2、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2.1、選舉程秉洲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2、選舉陳廣壘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3、選舉王旭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

的公告》。
本議案需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對獨立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和獨立性審核無異議後，提交公司股

東大會審議，並採用累積投票制進行表決。
3、審議通過《關於延長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非公開發行股票

決議有效期延長的公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王春立、李少陵、王振忠、聶徐春、關

穎、焦瑞芳迴避表決。
4、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作細則》進行了修訂。
經審議，董事會同意《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
作細則》。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工作細則》進行了
修訂。經審議，董事會同意《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
員會工作細則》。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6、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審計與合規管理委員會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董事會審計與合規管理委員會工作細則》進
行了修訂。經審議，董事會同意《董事會審計與合規管理委員會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審計與合規管
理委員會工作細則》。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7、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秘書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董事會秘書工作細則》進行了修訂。經審
議，董事會同意《董事會秘書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工作細則》。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8、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獨立董事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獨立董事工作細則》進行了修訂。經審議，
董事會同意《獨立董事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工作細
則》。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9、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進行了修訂。經審議，
董事會同意《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0、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投資者關係管理制度>的議案》
2022年5月，《上市公司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指引》正式施行，指引進一步明確投資者關係管

理的定義、適用範圍和原則，進一步增加和豐富投資者關係管理的內容和方式，明確投資者關係管
理工作的主要職責及承擔訴求處理的主要責任。公司結合治理實踐，對《投資者關係管理制度》進
行了修訂。經審議，董事會同意《投資者關係管理制度》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者關係管理制
度》。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1、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內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內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進行了修訂。經
審議，董事會同意《內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內幕信息知情人管理
制度》。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2、審議通過《關於召開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董事會決定於2022年9月26日召開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

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公司第九屆獨立董事對議案三發表了事前認可意見，對議案一、二、三發表了獨立意見，具體

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事
前認可意見》《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三、備查文件
1、《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
2、《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事前認可意見》
3、《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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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一、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2年9月2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向全體監事

發出《關於召開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的通知》。本次監事會以現場會議的方式於2022年9
月9日上午11:00在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16號京糧大廈1517會議室召開。本次會議應出席監事3
名，實際出席會議的監事3名。本次監事會會議由監事會主席王旭東主持，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法
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規定。

二、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1、審議通過《公司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議案》
1.1、選舉王旭東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2、選舉徐文軍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

的公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採用累積投票制進行表決。
2、審議通過《關於延長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非公開發行股票

決議有效期延長的公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三、備查文件
1、《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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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將於2022年9月任期屆滿，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公司於2022年9月9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公司
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現將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根據《公司章程》規定，公司董事會由9名董事組成，其中非獨立董事6名，獨立董事3名，任
期3年。公司董事會提名王春立先生、李少陵先生、王振忠先生、聶徐春先生、關穎女士、劉蓮女
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提名程秉洲先生、陳廣壘先生、王旭女士
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

公司現任獨立董事對公司董事會換屆選舉發表了獨立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
網披露的《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上述董事候選人中
兼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董事人數總計不超過公司董事總數的二分之一，獨立董事人數未低於公司
董事會成員的三分之一。3名獨立董事已取得獨立董事資格證書，其中程秉洲先生、陳廣壘先生為
會計專業人士。

獨立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和獨立性需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審核無異議後，方可與其他6名非獨
立董事候選人一併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分別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產生。公司第十屆董事會董
事任期自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屆董事會期限屆滿為止。

為確保董事會的正常運行，在新一屆董事會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九屆董事會董事仍將繼續依照
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忠實、勤勉地履行董事義務和職責。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
王春立，男，1968年2月出生，研究生學歷，工程師。歷任北京古船油脂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

記、執行董事、總經理，北京艾森綠寶油脂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總經理、執行董事，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2016
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任京糧（天津）糧油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長。

李少陵，男，1963年7月出生，研究生學歷，工程師。歷任北京市西郊糧食倉庫黨委副書記、
總經理，北京環京物流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常委、副
總經理、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現任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
理。2018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王振忠，男，1963年1月出生，研究生學歷，高級經濟師。歷任北京市東北郊糧食收儲庫黨委
書記、總經理，北京京糧順興糧油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平谷糧油工貿總公司黨委書記，北京
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委員、總經理助理、副總經理、黨委書記、執行董事。現任北京首農食
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聶徐春，男，1971年5月出生，大學學歷，中級經濟師。歷任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
理辦公室副主任、主任、董事會秘書，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深化改革工作辦公室主任。現任
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辦公室主任。2018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關穎，女，1972年9月出生，研究生學歷，註冊會計師、高級會計師。歷任北京京糧股份有限
公司財務部副部長、部長、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9月至今任公司財務總監，
2019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9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會秘書。

劉蓮，女，1982年6月出生，經濟學碩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專業。歷任北京國有資本
經營管理中心股權管理部業務主管、北京股權投資發展管理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北京國有資本經
營管理中心股權管理部高級經理，北京國有資本運營管理有限公司股權管理部高級經理。2022年5
月至今，任北京國有資本運營管理有限公司資本運營部高級經理。

王春立先生、關穎女士與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監事和高
級管理人員不存在關聯關係；李少陵先生、王振忠先生、聶徐春先生在公司間接控股股東北京首農
食品集團有限公司任職，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關聯關係；劉蓮女士在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北京國有資本運營管理有限公司任職，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
員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目前，王春立先生、李少陵先生、王振忠先生、聶徐春先生、關穎女士、
劉蓮女士均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紀律處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涉嫌違法違規被中國證監會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確結論的情
形；未曾被中國證監會在證券期貨市場違法失信信息公開查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納入失信被
執行人名單；不存在不得提名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
件、《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其他相關規定等要求的任職資格。

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
程秉洲，男，1962年9月出生，碩士研究生學歷，高級會計師。歷任安徽省糧食廳儲運站會

計，安徽省糧食局財務會計處辦事員、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中儲糧總公司上海
分公司副總經理、安徽聯絡處主任，中儲糧總公司安徽分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中儲糧總公司綜
合部部長。2013年7月至今，任中國儲備糧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資產管理部部長。

陳廣壘，男，1970年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學歷，會計學博士，高級會計師，註冊會計師。歷
任北京金融街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會計師、總經濟師，天瑞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天瑞集
團財務有限公司董事長，紅京企業咨詢（北京）有限公司總裁。2019年8月至今任西藏寧算科技集
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兼財務總監，2020年3月至今任北京中誠聚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會獨立董事。

王旭，女，1978年2月出生，碩士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歷任北京市勞教人員遣送處（現併
入北京市監獄管理局）辦公室職員，北京市蘭台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北京市蘭台（前海）律師
事務所律所主任。2016年10月至今，任北京中簡律師事務所律所主任。

程秉洲先生、陳廣壘先生、王旭女士與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
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目前，程秉洲先生、陳廣壘先生、王旭女士均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紀律處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涉嫌違法違規被中國證監會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確結論的情形；未曾被中國
證監會在證券期貨市場違法失信信息公開查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不
存在不得提名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深圳證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其他相關規定等要求的任職資格。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2-054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九屆監事會將於2022年9月任期屆滿，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公司於2022年9月9日召開第九屆監事會
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公司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議案》，現將有
關情況公告如下：

根據《公司章程》規定，公司監事會由3名監事組成，其中非職工監事2名，職工監事1名，任
期3年。公司監事會提名王旭東先生、徐文軍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候選人（簡歷附
後）。

上述非職工監事候選人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產生，並由上述2
名非職工監事與由公司職工大會選舉產生的1名職工監事共同組成公司第十屆監事會。公司第十屆
監事會監事任期自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屆監事會期限屆滿為止。

為確保監事會的正常運行，在新一屆監事會監事就任前，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監事仍將繼續依照
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忠實、勤勉地履行監事義務和職責。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候選人簡歷
王旭東，男，1964年11月出生，本科學歷，高級政工師。歷任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紀委

委員、黨委常委、紀委副書記、紀檢監察部部長，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巡察辦主任，兼任海
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兼紀檢監察部部長。現任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
公司紀委副書記。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監事會主席、監事。

徐文軍，男，1970年2月出生，大學學歷，二級法律顧問，公司律師，高級經濟師。歷任北京
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法律事務部副部長。現任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貿易事業部副總經理，
兼任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外部董事。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監事。

王旭東先生、徐文軍先生在公司間接控股股東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任職，與公司其他董
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目前，王旭東先生、徐文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紀律處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機關立
案偵查或涉嫌違法違規被中國證監會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確結論的情形；未曾被中國證監會在證券
期貨市場違法失信信息公開查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不存在不得提名
為公司監事的情形，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規則》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其他相關規定等要求的任職資格。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2-055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根據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定
於2022年9月26日召開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1、股東大會屆次：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
2、股東大會的召集人：公司第九屆董事會
3、會議召開的合法、合規性：本次股東大會會議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

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4、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
（1）現場會議時間：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網絡投票時間：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22年9月26日

的交易時間，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22年9月26日9:15-15:00。
5、會議的召開方式：現場表決與網絡投票相結合方式。
（1）現場表決：股東本人或委託他人出席現場會議。
（2）網絡投票：公司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體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東可以在網絡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
權。

（3）同一表決權只能選擇現場投票、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投票、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
系統投票中的一種。同一表決權出現重複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

6、股權登記日： 2022年9月20日（星期二）
B股股東應在2022年9月15日（即B股股東能參會的最後交易日）或更早買入公司股票方可參

會。
7、出席對像：
（1）在股權登記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東或其代理人；
於股權登記日下午收市時在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全體普通股股東均有權出席股

東大會，並可以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東；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8、會議地點：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16號京糧大廈1517會議室
二、會議審議事項
1、審議事項

表一：本次股東大會提案編碼示例表

提案編碼

100
累積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非累計投票提案
4.00
5.00

提案名稱

總議案：除累積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採用等額選舉

《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選舉王春立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李少陵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王振忠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聶徐春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關穎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劉蓮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選舉程秉洲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選舉陳廣壘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選舉王旭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公司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議案》
選舉王旭東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選舉徐文軍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關於延長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
《關於修訂公司<獨立董事工作細則>的議案》

備註
該列打勾的欄目

可以投票
√

應選人數（6）人
√
√
√
√
√
√

應選人數（3）人
√
√
√

應選人數（2）人
√
√

√
√

2、披露情況
上述議案已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議

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2年9月10日在《中國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刊登的相關公告及
文件。

獨立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和獨立性尚需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備案審核無異議，股東大會方可進
行表決。

議案1、2、3適用累積投票制，應選舉非獨立董事6人、獨立董事3人、非職工監事2人，股東所
擁有的選舉票數為其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量乘以應選人數，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以應選
人數為限在候選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總數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

議案4涉及關聯交易，關聯股東將迴避表決，並由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過，須經出席會議的
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三、會議登記等事項
1、具備出席會議資格的股東，請於2022年9月23日上午9：30—12：00，下午14：30—17：00進

行登記。個人股東持本人身份證、證券帳戶卡及持股憑證進行登記；被委託人持本人身份證、授權
委託書及授權人身份證複印件、證券帳戶卡、持股憑證進行登記；法人股東持法人營業執照複印
件、法定代表人證明書或授權委託書、股東帳戶卡和出席人身份證進行登記。

2、異地股東可以通過信函或傳真方式辦理登記手續（以2022年9月23日17:00前收到傳真或信件

為準）。公司傳真：010-51672010
3、公司不接受電話通知方式進行登記。
4、登記地點：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16號京糧大廈15層證券事務部
5、會議聯繫人：高德秋 聯繫電話：010-51672029 傳真：010-51672010
6、會期半天、出席會議股東的食宿及交通費用自理。
四、參加網絡投票的具體操作流程
在公司本次股東大會上，公司股東可以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

cninfo.com.cn）參加投票，參加網絡投票的具體操作流程詳見附件1，授權委託書詳見附件2。
五、備查文件：
1、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
2、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決議
3、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會議資料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附件1：
參加網絡投票的具體操作流程

一、網絡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碼與投票簡稱：投票代碼為 「360505」，投票簡稱為 「京控投票」。
2、填報表決意見或選舉票數
對於非累積投票提案，填報表決意見：同意、反對、棄權。
對於累積投票提案，填報投給某候選人的選舉票數。公司股東應當以其所擁有的每個提案組的

選舉票數為限進行投票，股東所投選舉票數超過其擁有選舉票數的，或者在差額選舉中投票超過應
選人數的，其對該項提案組所投的選舉票均視為無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選人，可以對該候選人
投0票。

表二 累積投票制下投給候選人的選舉票數填報一覽表
投給候選人的選舉票數

對候選人A投X1票
對候選人B投X2票

…
合 計

填報
X1票
X2票
…

不超過該股東擁有的選舉票數
各提案組下股東擁有的選舉票數舉例如下：①選舉6名非獨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採用等額選舉，應選人數為6位），股東所擁有的選舉

票數=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6，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在6 位非獨立董事候
選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總數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②選舉3名獨立董事（如表一提案2，採用等額選舉，應選人數為3人），股東所擁有的選舉票
數=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3，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在3 位獨立董事候選人
中任意分配，但投票總數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③選舉2名非職工監事（如表一提案3，採用等額選舉，應選人數為2人），股東所擁有的選舉
票數=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2，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在2位非職工監事候選
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總數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

3、股東對總議案進行投票，視為對除累積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達相同意見。
股東對總議案與具體提案重複投票時，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為準。如股東先對具體提案投票表決，

再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則以已投票表決的具體提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其他未表決的提案以總議案的表
決意見為準；如先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再對具體提案投票表決，則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

二、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投票的程序
1、投票時間：2022年9月26日的交易時間，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東可以登錄證券公司交易客戶端通過交易系統投票。
三、通過深交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程序
1、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22年9月26日9:15-15:00。
2、股東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需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網絡服務身份認

證業務指引（2016年修訂）》的規定辦理身份認證，取得 「深交所數字證書」或 「深交所投資者服
務密碼」。具體的身份認證流程可登錄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cn規則指引欄目查
閱。

3、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可登錄http://wltp.cninfo.com.cn在規定時間內通過深
交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投票。

附件2：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授權委託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海南京糧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按照下列指示代為行使對會議議案的表決權：

提案編碼

100
累積投票

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非累計投
票提案

4.00

5.00

提案名稱

總議案：除累積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採用等額選舉

《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選舉王春立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李少陵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王振忠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聶徐春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關穎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劉蓮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選舉程秉洲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選舉陳廣壘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選舉王旭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公司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議案》
選舉王旭東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選舉徐文軍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關於延長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
的議案》

《關於修訂公司<獨立董事工作細則>的議案》

備註
該列打勾
的欄目可
以投票

√

應選人數（6）人
√
√
√
√
√
√

應選人數（3）人
√
√
√

應選人數（2）人
√
√

√

√

同意 反對 棄權

委託人名稱：
委託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質和數量：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證號碼：
授權委託書籤發日期：
授權委託書有效期限：
委託人簽名（或蓋章）/法人股東（單位印章）：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2-056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非公開發行股票決議有效期延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1年10月25日召開2021年第三次臨時股

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2021年度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方案的議案》等相關議案。根據上述
決議，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股東大會決議的有效期為自公司2021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之日起12個月。

鑒於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股東大會決議的有效期即將屆滿，為確保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的
順利推進，公司於2022年9月9日召開了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延長公司
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董事會擬將上述決議的有效期自有效期屆滿之
日起延長十二個月。除延長上述有效期外，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的其他內容不變。上述事項尚需提
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2-051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一、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2年9月2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向全體董事

發出《關於召開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的通知》。本次董事會以現場會議的方式於2022年9
月9日上午10：00在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16號京糧大廈1517會議室召開。本次會議應出席董事9
名，實際出席會議的董事9名。本次董事會會議由公司董事長王春立主持，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法
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規定。

二、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1、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1.1、選舉王春立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2、選舉李少陵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3、選舉王振忠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4、選舉聶徐春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5、選舉關穎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6、選舉劉蓮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

的公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採用累積投票制進行表決。
2、審議通過《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2.1、選舉程秉洲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2、選舉陳廣壘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3、選舉王旭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

的公告》。
本議案需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對獨立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和獨立性審核無異議後，提交公司股

東大會審議，並採用累積投票制進行表決。
3、審議通過《關於延長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非公開發行股票

決議有效期延長的公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王春立、李少陵、王振忠、聶徐春、關

穎、焦瑞芳迴避表決。
4、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作細則》進行了修訂。
經審議，董事會同意《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戰略委員會工
作細則》。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工作細則》進行了
修訂。經審議，董事會同意《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員會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薪酬與考核委
員會工作細則》。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6、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審計與合規管理委員會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董事會審計與合規管理委員會工作細則》進
行了修訂。經審議，董事會同意《董事會審計與合規管理委員會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審計與合規管
理委員會工作細則》。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7、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董事會秘書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董事會秘書工作細則》進行了修訂。經審
議，董事會同意《董事會秘書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工作細則》。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8、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獨立董事工作細則>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獨立董事工作細則》進行了修訂。經審議，
董事會同意《獨立董事工作細則》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工作細
則》。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9、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信息披露管理制度》進行了修訂。經審議，
董事會同意《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0、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投資者關係管理制度>的議案》
2022年5月，《上市公司投資者關係管理工作指引》正式施行，指引進一步明確投資者關係管

理的定義、適用範圍和原則，進一步增加和豐富投資者關係管理的內容和方式，明確投資者關係管
理工作的主要職責及承擔訴求處理的主要責任。公司結合治理實踐，對《投資者關係管理制度》進
行了修訂。經審議，董事會同意《投資者關係管理制度》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投資者關係管理制
度》。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1、審議通過《關於修訂公司<內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議案》
中國證監會及深圳證券交易所為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推動提高上市

公司質量，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展，開展了上市公司監管法規體系整合工作，公司以此為契
機，系統梳理公司相關規章制度，結合治理實踐，對《內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進行了修訂。經
審議，董事會同意《內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修訂。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內幕信息知情人管理
制度》。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2、審議通過《關於召開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董事會決定於2022年9月26日召開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

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召開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表決結果：9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公司第九屆獨立董事對議案三發表了事前認可意見，對議案一、二、三發表了獨立意見，具體

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事
前認可意見》《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三、備查文件
1、《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
2、《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事前認可意見》
3、《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2-052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一、監事會會議召開情況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2年9月2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向全體監事

發出《關於召開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的通知》。本次監事會以現場會議的方式於2022年9
月9日上午11:00在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16號京糧大廈1517會議室召開。本次會議應出席監事3
名，實際出席會議的監事3名。本次監事會會議由監事會主席王旭東主持，本次會議的召開符合法
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規定。

二、監事會會議審議情況
1、審議通過《公司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議案》
1.1、選舉王旭東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1.2、選舉徐文軍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

的公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採用累積投票制進行表決。
2、審議通過《關於延長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網披露的《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於非公開發行股票

決議有效期延長的公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三、備查文件
1、《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決議》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2-053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董事會換屆選舉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將於2022年9月任期屆滿，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公司於2022年9月9日召開第九屆董事會
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公司
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現將有關情況公告如下：

根據《公司章程》規定，公司董事會由9名董事組成，其中非獨立董事6名，獨立董事3名，任
期3年。公司董事會提名王春立先生、李少陵先生、王振忠先生、聶徐春先生、關穎女士、劉蓮女
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提名程秉洲先生、陳廣壘先生、王旭女士
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附後）。

公司現任獨立董事對公司董事會換屆選舉發表了獨立意見，具體內容詳見公司同日在巨潮資訊
網披露的《獨立董事關於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相關事項的獨立意見》。上述董事候選人中
兼任公司高級管理人員的董事人數總計不超過公司董事總數的二分之一，獨立董事人數未低於公司
董事會成員的三分之一。3名獨立董事已取得獨立董事資格證書，其中程秉洲先生、陳廣壘先生為
會計專業人士。

獨立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和獨立性需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審核無異議後，方可與其他6名非獨
立董事候選人一併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分別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產生。公司第十屆董事會董
事任期自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屆董事會期限屆滿為止。

為確保董事會的正常運行，在新一屆董事會董事就任前，公司第九屆董事會董事仍將繼續依照
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忠實、勤勉地履行董事義務和職責。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
王春立，男，1968年2月出生，研究生學歷，工程師。歷任北京古船油脂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

記、執行董事、總經理，北京艾森綠寶油脂有限公司黨支部書記，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
總經理、執行董事，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2016
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兼任京糧（天津）糧油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長。

李少陵，男，1963年7月出生，研究生學歷，工程師。歷任北京市西郊糧食倉庫黨委副書記、
總經理，北京環京物流有限責任公司黨委書記、總經理，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常委、副
總經理、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現任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
理。2018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王振忠，男，1963年1月出生，研究生學歷，高級經濟師。歷任北京市東北郊糧食收儲庫黨委
書記、總經理，北京京糧順興糧油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平谷糧油工貿總公司黨委書記，北京
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黨委委員、總經理助理、副總經理、黨委書記、執行董事。現任北京首農食
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聶徐春，男，1971年5月出生，大學學歷，中級經濟師。歷任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總經
理辦公室副主任、主任、董事會秘書，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深化改革工作辦公室主任。現任
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秘書、辦公室主任。2018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關穎，女，1972年9月出生，研究生學歷，註冊會計師、高級會計師。歷任北京京糧股份有限
公司財務部副部長、部長、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9月至今任公司財務總監，
2019年3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9年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會秘書。

劉蓮，女，1982年6月出生，經濟學碩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專業。歷任北京國有資本
經營管理中心股權管理部業務主管、北京股權投資發展管理有限公司高級副總裁，北京國有資本經
營管理中心股權管理部高級經理，北京國有資本運營管理有限公司股權管理部高級經理。2022年5
月至今，任北京國有資本運營管理有限公司資本運營部高級經理。

王春立先生、關穎女士與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監事和高
級管理人員不存在關聯關係；李少陵先生、王振忠先生、聶徐春先生在公司間接控股股東北京首農
食品集團有限公司任職，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關聯關係；劉蓮女士在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北京國有資本運營管理有限公司任職，與公司其他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
員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目前，王春立先生、李少陵先生、王振忠先生、聶徐春先生、關穎女士、
劉蓮女士均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紀律處分，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涉嫌違法違規被中國證監會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確結論的情
形；未曾被中國證監會在證券期貨市場違法失信信息公開查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納入失信被
執行人名單；不存在不得提名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
件、《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其他相關規定等要求的任職資格。

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候選人簡歷
程秉洲，男，1962年9月出生，碩士研究生學歷，高級會計師。歷任安徽省糧食廳儲運站會

計，安徽省糧食局財務會計處辦事員、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副處長、處長，中儲糧總公司上海
分公司副總經理、安徽聯絡處主任，中儲糧總公司安徽分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中儲糧總公司綜
合部部長。2013年7月至今，任中國儲備糧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資產管理部部長。

陳廣壘，男，1970年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學歷，會計學博士，高級會計師，註冊會計師。歷
任北京金融街投資（集團）有限公司副總會計師、總經濟師，天瑞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兼天瑞集
團財務有限公司董事長，紅京企業咨詢（北京）有限公司總裁。2019年8月至今任西藏寧算科技集
團有限公司副總裁兼財務總監，2020年3月至今任北京中誠聚泰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董事會獨立董事。

王旭，女，1978年2月出生，碩士研究生學歷，法學碩士。歷任北京市勞教人員遣送處（現併
入北京市監獄管理局）辦公室職員，北京市蘭台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律師，北京市蘭台（前海）律師
事務所律所主任。2016年10月至今，任北京中簡律師事務所律所主任。

程秉洲先生、陳廣壘先生、王旭女士與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實際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
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目前，程秉洲先生、陳廣壘先生、王旭女士均未持
有公司股份；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紀律處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機關立案偵查或涉嫌違法違規被中國證監會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確結論的情形；未曾被中國
證監會在證券期貨市場違法失信信息公開查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不
存在不得提名為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深圳證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其他相關規定等要求的任職資格。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2-054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監事會換屆選舉的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九屆監事會將於2022年9月任期屆滿，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公司於2022年9月9日召開第九屆監事會
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公司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議案》，現將有
關情況公告如下：

根據《公司章程》規定，公司監事會由3名監事組成，其中非職工監事2名，職工監事1名，任
期3年。公司監事會提名王旭東先生、徐文軍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候選人（簡歷附
後）。

上述非職工監事候選人尚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並採用累積投票制選舉產生，並由上述2
名非職工監事與由公司職工大會選舉產生的1名職工監事共同組成公司第十屆監事會。公司第十屆
監事會監事任期自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起至公司第十屆監事會期限屆滿為止。

為確保監事會的正常運行，在新一屆監事會監事就任前，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監事仍將繼續依照
法律、法規和《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忠實、勤勉地履行監事義務和職責。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候選人簡歷
王旭東，男，1964年11月出生，本科學歷，高級政工師。歷任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紀委

委員、黨委常委、紀委副書記、紀檢監察部部長，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巡察辦主任，兼任海
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兼紀檢監察部部長。現任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
公司紀委副書記。2022年3月至今，任公司監事會主席、監事。

徐文軍，男，1970年2月出生，大學學歷，二級法律顧問，公司律師，高級經濟師。歷任北京
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法律事務部副部長。現任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貿易事業部副總經理，
兼任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外部董事。2019年9月至今，任公司監事。

王旭東先生、徐文軍先生在公司間接控股股東北京首農食品集團有限公司任職，與公司其他董
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不存在關聯關係。截至目前，王旭東先生、徐文軍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過中國證監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紀律處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機關立
案偵查或涉嫌違法違規被中國證監會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確結論的情形；未曾被中國證監會在證券
期貨市場違法失信信息公開查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納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不存在不得提名
為公司監事的情形，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規範性文件、《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規則》及深圳證券交易所其他相關規定等要求的任職資格。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京糧控股、京糧B 公告編號：2022-055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召開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根據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定
於2022年9月26日召開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現將有關事項公告如下：

一、召開會議的基本情況
1、股東大會屆次：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
2、股東大會的召集人：公司第九屆董事會
3、會議召開的合法、合規性：本次股東大會會議召開符合有關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

規範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規定。
4、會議召開的日期、時間：
（1）現場會議時間：2022年9月26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網絡投票時間：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進行網絡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22年9月26日

的交易時間，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22年9月26日9:15-15:00。
5、會議的召開方式：現場表決與網絡投票相結合方式。
（1）現場表決：股東本人或委託他人出席現場會議。
（2）網絡投票：公司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全體股東提供網絡形式的投票平台，股東可以在網絡投票時間內，通過上述系統行使表決
權。

（3）同一表決權只能選擇現場投票、深圳證券交易所交易系統投票、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
系統投票中的一種。同一表決權出現重複表決的以第一次投票結果為準。

6、股權登記日： 2022年9月20日（星期二）
B股股東應在2022年9月15日（即B股股東能參會的最後交易日）或更早買入公司股票方可參

會。
7、出席對像：
（1）在股權登記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東或其代理人；
於股權登記日下午收市時在中國結算深圳分公司登記在冊的公司全體普通股股東均有權出席股

東大會，並可以以書面委託代理人出席會議和參加表決，該股東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東；
（2）公司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
（3）公司聘請的律師。
8、會議地點：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16號京糧大廈1517會議室
二、會議審議事項
1、審議事項

表一：本次股東大會提案編碼示例表

提案編碼

100
累積投票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非累計投票提案
4.00
5.00

提案名稱

總議案：除累積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採用等額選舉

《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選舉王春立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李少陵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王振忠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聶徐春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關穎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劉蓮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選舉程秉洲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選舉陳廣壘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選舉王旭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公司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議案》
選舉王旭東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選舉徐文軍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關於延長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
《關於修訂公司<獨立董事工作細則>的議案》

備註
該列打勾的欄目

可以投票
√

應選人數（6）人
√
√
√
√
√
√

應選人數（3）人
√
√
√

應選人數（2）人
√
√

√
√

2、披露情況
上述議案已經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議

案內容詳見公司於2022年9月10日在《中國證券報》、《大公報》及巨潮資訊網刊登的相關公告及
文件。

獨立董事候選人的任職資格和獨立性尚需經深圳證券交易所備案審核無異議，股東大會方可進
行表決。

議案1、2、3適用累積投票制，應選舉非獨立董事6人、獨立董事3人、非職工監事2人，股東所
擁有的選舉票數為其所持有表決權的股份數量乘以應選人數，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以應選
人數為限在候選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總數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

議案4涉及關聯交易，關聯股東將迴避表決，並由股東大會以特別決議通過，須經出席會議的
股東所持表決權的三分之二以上通過。

三、會議登記等事項
1、具備出席會議資格的股東，請於2022年9月23日上午9：30—12：00，下午14：30—17：00進

行登記。個人股東持本人身份證、證券帳戶卡及持股憑證進行登記；被委託人持本人身份證、授權
委託書及授權人身份證複印件、證券帳戶卡、持股憑證進行登記；法人股東持法人營業執照複印
件、法定代表人證明書或授權委託書、股東帳戶卡和出席人身份證進行登記。

2、異地股東可以通過信函或傳真方式辦理登記手續（以2022年9月23日17:00前收到傳真或信件

為準）。公司傳真：010-51672010
3、公司不接受電話通知方式進行登記。
4、登記地點：北京市朝陽區東三環中路16號京糧大廈15層證券事務部
5、會議聯繫人：高德秋 聯繫電話：010-51672029 傳真：010-51672010
6、會期半天、出席會議股東的食宿及交通費用自理。
四、參加網絡投票的具體操作流程
在公司本次股東大會上，公司股東可以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和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

cninfo.com.cn）參加投票，參加網絡投票的具體操作流程詳見附件1，授權委託書詳見附件2。
五、備查文件：
1、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決議
2、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屆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決議
3、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會議資料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附件1：
參加網絡投票的具體操作流程

一、網絡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碼與投票簡稱：投票代碼為 「360505」，投票簡稱為 「京控投票」。
2、填報表決意見或選舉票數
對於非累積投票提案，填報表決意見：同意、反對、棄權。
對於累積投票提案，填報投給某候選人的選舉票數。公司股東應當以其所擁有的每個提案組的

選舉票數為限進行投票，股東所投選舉票數超過其擁有選舉票數的，或者在差額選舉中投票超過應
選人數的，其對該項提案組所投的選舉票均視為無效投票。如果不同意某候選人，可以對該候選人
投0票。

表二 累積投票制下投給候選人的選舉票數填報一覽表
投給候選人的選舉票數

對候選人A投X1票
對候選人B投X2票

…
合 計

填報
X1票
X2票
…

不超過該股東擁有的選舉票數
各提案組下股東擁有的選舉票數舉例如下：①選舉6名非獨立董事（如表一提案1，採用等額選舉，應選人數為6位），股東所擁有的選舉

票數=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6，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在6 位非獨立董事候
選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總數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②選舉3名獨立董事（如表一提案2，採用等額選舉，應選人數為3人），股東所擁有的選舉票
數=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3，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在3 位獨立董事候選人
中任意分配，但投票總數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③選舉2名非職工監事（如表一提案3，採用等額選舉，應選人數為2人），股東所擁有的選舉
票數=股東所代表的有表決權的股份總數×2，股東可以將所擁有的選舉票數在2位非職工監事候選
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總數不得超過其擁有的選舉票數。

3、股東對總議案進行投票，視為對除累積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達相同意見。
股東對總議案與具體提案重複投票時，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為準。如股東先對具體提案投票表決，

再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則以已投票表決的具體提案的表決意見為準，其他未表決的提案以總議案的表
決意見為準；如先對總議案投票表決，再對具體提案投票表決，則以總議案的表決意見為準。

二、通過深交所交易系統投票的程序
1、投票時間：2022年9月26日的交易時間，即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2、股東可以登錄證券公司交易客戶端通過交易系統投票。
三、通過深交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程序
1、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聯網投票系統投票的具體時間為2022年9月26日9:15-15:00。
2、股東通過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網絡投票，需按照《深圳證券交易所投資者網絡服務身份認

證業務指引（2016年修訂）》的規定辦理身份認證，取得 「深交所數字證書」或 「深交所投資者服
務密碼」。具體的身份認證流程可登錄互聯網投票系統http://wltp.cninfo.com.cn規則指引欄目查
閱。

3、股東根據獲取的服務密碼或數字證書，可登錄http://wltp.cninfo.com.cn在規定時間內通過深
交所互聯網投票系統進行投票。

附件2：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授權委託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海南京糧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並按照下列指示代為行使對會議議案的表決權：

提案編碼

100
累積投票

提案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2.00
2.01
2.02
2.03
3.00
3.01
3.02

非累計投
票提案

4.00

5.00

提案名稱

總議案：除累積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採用等額選舉

《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的議案》
選舉王春立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李少陵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王振忠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聶徐春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關穎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選舉劉蓮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非獨立董事

《公司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議案》
選舉程秉洲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選舉陳廣壘先生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選舉王旭女士為公司第十屆董事會獨立董事

《公司監事會換屆暨選舉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的議案》
選舉王旭東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選舉徐文軍先生為公司第十屆監事會非職工監事

《關於延長公司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
的議案》

《關於修訂公司<獨立董事工作細則>的議案》

備註
該列打勾
的欄目可
以投票

√

應選人數（6）人
√
√
√
√
√
√

應選人數（3）人
√
√
√

應選人數（2）人
√
√

√

√

同意 反對 棄權

委託人名稱：
委託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性質和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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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非公開發行股票決議有效期延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

或重大遺漏。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公司」）於2021年10月25日召開2021年第三次臨時股

東大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公司2021年度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方案的議案》等相關議案。根據上述
決議，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股東大會決議的有效期為自公司2021年第三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之日起12個月。

鑒於公司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股東大會決議的有效期即將屆滿，為確保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的
順利推進，公司於2022年9月9日召開了第九屆董事會第二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延長公司
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股東大會決議有效期的議案》，董事會擬將上述決議的有效期自有效期屆滿之
日起延長十二個月。除延長上述有效期外，本次非公開發行股票的其他內容不變。上述事項尚需提
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特此公告。
海南京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會
2022年9月10日

舉辦舉辦「「中秋答謝暨頒獎晚宴中秋答謝暨頒獎晚宴」」
香港龍岩同鄉會暢敘鄉情歡慶中秋香港龍岩同鄉會暢敘鄉情歡慶中秋

亞洲推介餐廳頒獎典禮圓滿舉辦
193間亞洲人氣餐廳獲殊榮

日前（9月3日），香港龍岩同鄉會假金鐘萬豪酒店舉行 「中秋答謝暨
頒獎晚宴」 ，逾百名居港龍岩鄉親齊聚一堂，歡度佳節，暢敘友誼。晚宴
安排了別具特色的博餅環節，席間還特設大抽獎環節。

出席嘉賓包括：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
會副主席劉興量，香港福建社團聯會副主席兼新界北
分會會長藍建平，副主席兼港島東分會執行會長柯文
華，副主席兼香港福州十邑同鄉會會長陳治林，香港
福州社團聯會常務副秘書長張克強，香港龍岩同鄉會
永遠榮譽會長陳進強、張仁強、張載村，常務副會長
郭志明，名譽會長林曼，香港兩岸客家聯會會長江全
孚，香港武平同鄉會會長王國英，香港武平同鄉會執
行會長鍾大動，香港武平同鄉會理事長鍾良生，香港
永定會館監事長雷作洲，香港上杭同鄉會理事長劉祖
繁，香港連城同鄉聯誼會會長周燕清，香港漳平同鄉
會監事長劉文英，香港長汀同鄉會常務副理事長鍾美
慧，香港閩西籍上水廖氏鄉親聯誼會會長廖潤昌等。

弘揚愛國愛港愛鄉精神
郭志明代表龍岩同鄉會全體同仁，向出席晚宴的

嘉賓表示熱烈的歡迎，並送上節日的祝福。他表示，

龍岩同鄉會成立以來，一直堅定不
移地高舉愛國愛港旗幟，支持特區
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維護香
港長期繁榮穩定。他強調，龍岩同
鄉會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全體會
員更加緊密團結起來，不辜負家鄉
人民與香港同胞的期待，為家鄉以
及香港的發展作出積極貢獻。

陳進強致辭時表示，每逢佳節
倍思親，在中秋佳節來臨之際，祝願大家身體健
康，節日快樂。他續說，龍岩山清水秀、人傑地
靈，龍岩鄉親人才輩出，為家鄉公益事業做了許多
事，希望同鄉會繼續為鄉親服務。陳進強還憶述了
龍岩同鄉會剛剛成立時的場景，希望廣大龍岩鄉親
繼續團結一致，弘揚愛國、愛港和愛鄉精神，支持
同鄉會的各項事業發展，青年也要奮發有為，報效
祖國。

隨後，陳進強、王穗英、張仁強、張載村、郭志明、
林曼等上台致祝酒辭，祝願祖國繁榮昌盛，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同鄉會會務蒸蒸日上，各位鄉親身體健康。同鄉會
還為優秀社團工作者、優秀義工、優秀家庭頒獎，並準備
了豐富的獎品派贈給各位鄉親，現場氣氛熱烈，大家共享
盛宴，舉杯共慶中秋佳節以及晚宴的圓滿舉行。晚會結束
後，不少鄉親對是次宴會給予高度評價，表示感謝同鄉會
舉辦此次晚宴，讓他們在異鄉能夠暢敘鄉情。

2022 The best of the best MASTERCHEF亞洲
推介餐廳頒獎典禮於日前在灣仔會展舉行，193間亞
洲人氣餐廳成為本年度入選推介餐廳，並獲殊榮。出
席嘉賓包括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林筱魯，香港旅遊發
展局總幹事程鼎一、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香
港代表）總經理莫兆光、職業訓練局中華廚藝學院院
長何少娟、香港入境團旅行社協會主席梁耀霖、亞洲
餐飲廚藝協會創會主席林和忠及亞洲餐飲廚藝協會主
席黎志華等。

林和忠表示，今屆亞洲推介餐廳頒獎典禮有193
間不同類型的餐廳得到美食之最大賞推介，成績超越
歷屆得獎餐飲數量，獎項可以為業界帶來非常正面的
影響。今年除了高級餐飲入選外，還多了兩個不同的
界別入選，分別是 「火鍋組」 及 「本地風味組」 ，此
舉可以推動不同類型的餐飲類型。在疫情下，餐飲業
經營困難，在美食之最大賞推介的推動下，可以將香
港豐富的美食文化推介給本地市民及遊客。

黎志華表示，亞洲餐飲廚藝協會已正式註冊 「美
食之最大賞」 ，相信日後會藉此名義舉辦更多的比賽
及交流活動。今年獲獎餐廳由14位專業評審委員會在
品質及服務上作出嚴格評選而脫穎而出。現時由於疫
情關係，各行各業也面臨經營困難，他盼望，隨着疫
苗接種率增加令政府可逐漸開放通關，令香港酒店、
飲食、零售、交通等行業回復正軌。

程鼎一表示，過去兩年疫情帶來不少挑戰，但旅
發局迎難而上，在內地及海外做了不少香港美食宣傳
的工作。每當提及香港美食之都的美譽，也會得到不
少媒體的認同，美食業界在此困難的時期，仍然精益
求精，製作高質素的美食，受本地及海外食客的青
睞。

雙節喜樂 同歡共慶
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舉辦中秋國慶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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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於
日前（9月7日）舉行一年一度
的迎國慶、賀中秋——中秋佳
節派發月餅活動，為長者們送
上雙節祝福。

出席活動的嘉賓有香港泉
州慈善促進總會主席陳榮助，
常務副主席劉正慶、李和協、
陳華亮，副主席柯達權、邱昆
源，常務董事王玉笛、許文

偉、呂建洲、鄭國棟，董事蔡銘博、蘇文玲、李偉杰、陳雪美、蔡麗娥、梁聯
燕、黃曼霞及一眾義工，代表該會贈送月餅、派發福袋、餅干及防疫用品予長
者，與大家共度中秋佳節。因疫情關係而疏於見面的長者們，於活動當日久別
重逢，大家紛紛合照留念，共享節日歡樂。

陳榮助表示，感謝長者會員們多年來的互相支持與關愛，祝大家節日愉快、
身體建康、家庭幸福，並呼籲大家注意防疫，保重身體。香港泉州慈善促進總會
在創會會長陳守仁、永遠榮譽會長駱志鴻、會長(已故)蘇千墅及主席陳榮助等善長
們的領導下，出錢出力，無私奉獻，為善最樂。派贈月餅活動已舉辦了12年，它
是該會的眾多慈善項目中的善舉之一，讓長者們老有所依。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舉辦
「灣仔優秀抗疫義工嘉許禮」 活動
香港灣仔區各界協會於日前假灣仔光大中心舉辦 「灣仔優秀抗疫義工嘉許

禮」 活動，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王卉，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議員蘇長
荣，立法會議員郭偉強，立法會議員管浩鳴，立法會議員林哲玄，民政及青年
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張進樂，灣仔區議會主席黃宏泰，灣仔民政事務助理專員
湯穎怡，灣仔警區警民關係主任陳宛求出席是次嘉許禮，當天更特邀機械人
yo-yo加入該會義工行列。

嘉許禮為表彰第五波疫情以來，灣仔區一眾義工於疫情最嚴峻的時候，甘
冒染疫風險，日夜奮戰在抗疫最前線，參與到不同的抗疫崗位，合共派發超過
103萬份抗疫物資，援助居家隔離家庭2889戶，並為區內178棟大廈進行消毒，
受益住戶達15461戶，為抗擊疫情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嘉許禮共有114人榮獲
「灣仔優秀抗疫義工」 和46個團體榮獲 「灣仔優秀抗疫團體」 的榮譽。

▲與會董事與部分長者大合照。

▲林和忠（左一）、莫兆光（左二）、林筱魯
（左三）、程鼎一（左四）、何少娟（左六）、
梁耀霖（左七）與黎志華（左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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