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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投资者说明会，于2019年4月25日

（星期四）下午 15:30—16:30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e互动网络平台的“上证e访谈” 栏目召开。 公司

副董事长、总经理于志良先生、董事会秘书苏焱女士、总会计师韩淑辉女士出席了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就

投资者关注的本公司经营和利润分配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1、问：上市的目的就是兼并扩张发展，公司那么多年在资本市场什么也没学会，把控股权让给安邦

吧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上市26年来，致力于主业的长期稳定发展，目前企业经营良性。

2、问：把利润全部分了，股权让安邦来接手，不仅仅公司会大力发展，而且给地方经济引入资本方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企业是发展、分红两兼顾，累计分红总额远大于资本市场融资额。 公司未

分配利润，将继续用于公司主业发展，为全体股东创造价值。

3、问：请问欧亚集团2018年归母净利润已经退回到2013年，市值方面近几年原地踏步，公司管理层

是否注意到这些问题，今年在市值管理和股东回报方面有和积极措施？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现阶段公司致力于企业的良性发展。 同时，提高公司信誉度，树立公司良

好形象，维护投资者权益，是公司一项长期重要的工作。

4、问：公司业绩逐年下降，一回答问题，就是夸夸奇谈三星战略，能不能多做点实事，多学点开放地

区的理念，少一点固步自封，多学点资本知识，多为股民着想，季报半年报，业绩变化虽然不会减少或增

加50%，作为负责任也可提前预报一下业绩，持平或者下降多少，给股民一个信息，很多公司业绩下降

10%都公布，你们能不能做到啊，别太死板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欢迎到公司来考察，同时也请关注公司发布的信息，公司将严格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要求进行信息披露。

5、问：欧亚子公司租赁百货大楼、平均一年一个亿的费用、想问一下，子公司一年的净利润付得起房

租吗。 毕竟整个集团一年的利润也才2.6亿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欧亚新生活本着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及对经济增长趋势的研判，做出

如下判断：租赁标的物地处长春市地标性繁华商圈，经济发展潜力可观；参考市场同类商业用房租金标

准、标的物商业价值、货币的时间价值；经营的持续稳定性等因素，经双方协商确定的租金价格。 2019年

至2036年17年间租金总额169,080万元，租入面积240,614.7平方米，平均至每月每平方米为34.45元，

平均至每日每平方米为1.15元。另协议中近期租金较低，便于培育期。后期租金有较大提升，我们认为欧

亚新生活租入面积较大，租期较长，每平方米的平均价格较为合理，在交纳租金后还会有一定的利润空

间。欧亚新生活开业以来，打造的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等为一体的大型全新体验式购物中心，赢得了

市场和消费者的普遍认可，成为长春城市的一张新名片。

6、问：您认为公司股票是否低估？ 公司是否考虑收购欧亚卖场少数股东权益。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7、问：今年的利润分配方案是什么？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2018年末总股本159,088,07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90元（含税），共计发放红利62,044,349.25元。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方案已经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8、问：曹董事长接受媒体时还是少吹牛，务实些把除欧亚卖场以外的店铺经营业绩搞上去才是真的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9、问：说为什么送股对你单位这么难啊，怎么不能充分考虑下小股东的意见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2018年末总股本159,088,07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90元（含税），共计发放红利62,044,349.25元。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方案已经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10、问：欧亚北湖和欧亚净月的竣工时间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欧亚北湖项目及欧亚净月项目都在有序推进中。

11、问：管理层是否考虑把2018年的分红改为股份回购注销，在低位回购，高位增发股票，体现公司

价值，也是正常的资本运作！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拟以2018年末总股本159,088,07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90元（含税），共计发放红利62,044,349.25元。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该方案已经公司九届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

准。

12、问：这2周股价走势不尽如人意，是对集团2018年度经营状况、利润分配不满的体现，对此集团

领导有何看法，2019年有何打算提升股价？ 以回馈股民。

答：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股价是市场行为。 公司管理团队按照2019年工作计划安排，积极履职，努

力工作，促进经营活力，不断实现经营超越，提高经济效益，回报投资者。

13、问：有俗话说投资不过山海关，原来是冲着曹董事长的声誉买公司的股票的，欧亚子公司租赁百

货大楼、平均一年一个亿的费用，在实体经营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下，租金定价决策依据是什么？？？？？？ 强

烈要求公开，否则就涉嫌利益输送！ 小股东只有用脚投票。

答：欧亚新生活本着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及对经济增长趋势的研判，做出如下判断：租赁标的物

地处长春市地标性繁华商圈，经济发展潜力可观；参考市场同类商业用房租金标准、标的物商业价值、货

币的时间价值；经营的持续稳定性等因素，经双方协商确定的租金价格。 2019年至2036年17年间租金总

额169,080万元，租入面积240,614.7平方米，平均至每月每平方米为34.45元，平均至每日每平方米为

1.15元。 另协议中近期租金较低，便于培育期。 后期租金有较大提升，我们认为欧亚新生活租入面积较

大，租期较长，每平方米的平均价格较为合理，在交纳租金后还会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欧亚新生活开业以

来，打造的集购物、休闲、娱乐、餐饮等为一体的大型全新体验式购物中心，赢得了市场和消费者的普遍

认可，成为长春城市的一张新名片。 该决策程序合法依规，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14、问：公司股价跌了几年了，即使在今年也是上涨乏力，下跌来劲，请问公司管理层对稳定股价就

没有任何措施吗？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只是嘴上说说吗？

答：因时间关系，可以会后交流。 感谢您对公司的关注。

公司对于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本次说明会的具体情况，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e互动” 网络平台（http://sns.sseinfo.

com/）。

特此公告。

长春欧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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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范围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安徽天安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天安” ）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短期中低风险或稳健型理财产品，管理期限自董事会审议之日起不超过12个

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进行具体理财产品的投资决策及相

关合同文件的签署。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9年4月24日披露的《关于调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范围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2）。

一、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

号

存款人 受托方 理财产品名称

理财产品

类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理 财

期限

预期年化

收益率

1

广东天

安新材

料股份

有限公

司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

分行

浙商银行人民币

单位结构性存款

（封闭式）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00

2019年4月

24日

2019年7月

24日

92天 4.10%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购买主体 受托方

理财产品

名称

理财产品类

型

金额

（万元）

起始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否到期

广东天安

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

司

招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

城南支行

招商银行

结构性存

款

CFS00279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500

2018年7月

9日

2018 年 9 月

10日

1.25% 或

3.9%

是

广东天安

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

司

招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佛 山

城南支行

招 商 银 行

结 构 性 存

款

CFS00278

保本浮动收

益型

2000

2018年7月

9日

2018年 10月

9日

1.35% 或

4.1%

是

广东天安

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

司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佛 山

分行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利 多 多 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固 定

持 有 期

JG902期

保本固定收

益型

1000

2018 年 12

月13日

2019 年 3 月

13日

4.2% 是

广东天安

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

司

兴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佛 山

分行

兴 业 银 行

企 业 金 融

结 构 性 存

款产品

保本浮动收

益型

1000

2018 年 12

月13日

2019 年 3 月

15日

3.79% 至

3.83%

是

广东天安

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

司

交 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佛 山

分行

交 通 银 行

蕴 通 财 富

结 构 性 存

款 3 个 月

（众享）

保本固定收

益型

2000

2018 年 12

月17日

2019 年 3 月

18日

4.1% 是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在理财产品选择时以保证资金安全和流动性为前提， 但以自有资金购买上述理财产品时仍会

存在一定投资风险。主要风险包括市场波动风险、宏观经济形势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

政策发生变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公司针对理财产品投资风险，应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公

司主要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

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对理财产品购买操作实行授权管理，并建立台账以方便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

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定期向董事会汇报有关理财产品投资本金及收益状况。

3、公司审计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理财产品的购买工作进行检查，监督财务部执行风险管理政

策和风险管理工作程序，严格审核公司理财产品购买金额、风险性质是否是为公司董事会授权范围内，

若超出授权范围须立即报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短期中

低风险或稳健型理财产品投资以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投资事宜

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资金安全。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并确保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正常开展以

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上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同时，

通过适度理财，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总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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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

补充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吴启超先生关于股份质押回

购交易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的通知，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和补充质押的具体情况

2018年4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吴启超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5,53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7%）

质押给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 ），用于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购回日为

2019年4月25日。 以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 披露的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8-028）。 吴启超先生将上述质押股份办理了延期回购，购回日延期至2020年4月24日。 2019年4月

24日，吴启超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3,070,000股用作对上述质押的补充质押，此部分补充质押的股

份不涉及新的融资安排。 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吴启超先生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45,075,42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30.73%。 上述补充质押股份数为3,07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6.81%，占公司总股本的2.09%。 本

次补充质押后，吴启超先生累计质押股份8,600,00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9.08%，占公司总

股本的5.86%。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和补充质押的情况说明

本次股份质押延期购回及补充质押，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吴启超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

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

发生变更。 不会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吴启超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 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上述股份质押事项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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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4月2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4月25日。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9年4月24日15:00至2019年4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66号华西能源科研大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黎仁超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人，代表股份280,678,16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3.7702%。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280,600,06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7636%。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

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8,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66%。

（3）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监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2,029,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719%。

2、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0,657,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25%；反对21,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652%；反

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0,657,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25%；反对21,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652%；反

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3、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0,657,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25%；反对21,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652%；反

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80,657,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25%；反对21,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652%；反

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5、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657,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25%；反对21,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652%；反

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80,657,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25%；反对21,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652%；反

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04,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5360%；反对21,0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4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652%；反

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关联股东黎仁超先生、毛继红先生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80,657,16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25%；反对21,00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008,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9652%；反

对21,0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4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上述议案7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该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过半数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独立董事杜剑先生、 廖中新先生、 何菁女士事前已向公司董事会提交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并向本次年度股东大会述职，本事项不需审议。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杨波、王宏恩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会议见证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及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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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4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松江区文诚路765号上海新晖大酒店12楼雁荡山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8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18,851,670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1,092,45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67,759,21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0.7751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246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52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龙炼主持，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6人，董事林鹏程、独立董事刘昭衡、鲍勇剑因工作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裁张广中、董事会秘书杨雪峰、财务负责人吴晓燕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850,110 99.9993 1,560 0.0007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8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850,110 99.9993 1,560 0.0007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850,110 99.9993 1,560 0.0007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850,110 99.9993 1,560 0.0007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850,110 99.9993 1,560 0.000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审计机构审计费用和聘用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850,110 99.9993 1,560 0.000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抵押及质押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475,018 99.5806 284,200 0.419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566,910 99.8699 284,760 0.130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贷款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475,018 99.5806 284,200 0.419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566,910 99.8699 284,760 0.130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58,553,066 86.4134 9,206,152 13.586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09,644,958 95.7932 9,206,712 4.2068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850,110 99.9993 1,560 0.0007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6,919,769 98.7611 839,449 1.2389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011,661 99.6162 840,009 0.3838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受托管理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0,818 99.9782 560 0.0218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70,329,036 99.9978 1,560 0.0022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850,110 99.9993 1,560 0.0007 0 0.0000

14、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1,091,892 99.9996 560 0.0004 0 0.0000

B股 67,758,218 99.9985 1,000 0.0015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18,850,110 99.9993 1,560 0.0007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

5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0,329,036 99.9978 1,560 0.0022 0 0.0000

6

《关于2018年度审计机构审计

费用和聘用2019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70,329,036 99.9978 1,560 0.0022 0 0.0000

9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61,123,884 86.9094 9,206,712 13.0906 0 0.0000

12

《关于受托管理服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70,329,036 99.9978 1,560 0.0022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议案中，《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资产抵押及质押事项的议案》、《关于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及《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其余议案

为普通决议议案。 《关于受托管理服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为关联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诚至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许永林、潘晨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之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提案人资格，会议的表决方

式和程序均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绿庭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000915

证券简称：山大华特 公告编号：

2019-010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和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下午14:30；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

月24日~4月2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19年

4月24日15:00至2019年4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任年峰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0名，代表股份52,998,6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2.62%，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股份51,164,89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3%；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14名，代表股份1,833,8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共19人，代表股份

4,454,3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

8、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会议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2,998,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2,998,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2,998,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2,998,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决定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2018年12月

31日的总股本234,331,485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实施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不以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5、“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2,998,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聘请2019年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2,998,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决定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的财务审计机构，费用为人民

币35万元。

7、“关于聘请2019年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⑴总体表决情况：同意52,998,6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⑵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45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⑶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决定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费用为人

民币15万元。

三、其他事项

会议听取了《公司2018年独立董事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的刘昌君、张俊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949

证券简称：新乡化纤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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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5日上午

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4月24日15：00� 至

2019年4月2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河南省新乡市凤泉区白鹭宾馆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

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邵长金先生

6.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565,259,115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4.945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397,547,19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1.6102％。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67,711,9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335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18,138,456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1.442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8,117,05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4405％。 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1,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7％。

7．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现场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1）表决情况：

同意565,259,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38,4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565,259,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38,4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565,259,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38,4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565,259,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38,4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表决情况：

同意565,259,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38,4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565,259,1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38,4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方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85,828,9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8,138,4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3）特别说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新乡白鹭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

379,430,139股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河南亚太人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鲁鸿贵、周耀鹏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召集人和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新乡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