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1

■ 2019年5月18日 星期六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2268

证券简称：卫士通 公告编号：

2019-039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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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7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6日至2019年5月17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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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15：00至2019

年5月1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成都高新区云华路333号卫士通公司208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王忠海。

6、会议的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0名，代表股份数为328,318,44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631%。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8名，代表股份数为11,492,50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09%。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名，代表股份数为316,827,03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7.7924%；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6名，代表股份数为11,491,4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3707%。

2、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出席并见证了

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审议情况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7,911,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406,9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0%。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7,911,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406,9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0%。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7,911,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406,9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0%。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7,911,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406,9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27,911,4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6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406,9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24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085,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587%；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406,9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41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85,526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6.4587%；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406,98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3.54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085,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4587%；反对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406,98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41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电子科技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该议案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1,084,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535%；反对6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 弃权406,98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541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11,084,9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4535%；反对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2%；弃权406,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541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浒、 赵志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卫士通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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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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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重庆市渝州路168号渝州宾馆北楼A一楼1103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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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00,276,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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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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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叶建桥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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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5人，李先明董事、陈涛董事、谢峰董事 、刘世铭董事、汪曦独立董事、张兴

安独立董事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沈剑萍监事因公务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张华平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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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91,096 99.9829 85,400 0.0171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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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91,096 99.9829 85,400 0.0171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方案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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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83,596 99.9814 92,900 0.0186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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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203,196 99.9853 73,300 0.0147 0 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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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91,096 99.9829 85,400 0.0171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核定2019年度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余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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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83,596 99.9814 92,900 0.0186 0 0

7、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报告正本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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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91,096 99.9829 85,400 0.0171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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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91,096 99.9829 85,400 0.0171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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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191,096 99.9829 85,400 0.017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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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公司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

报告

131,319,241 99.9350 85,400 0.0650 0 0

2

公司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

报告

131,319,241 99.9350 85,400 0.0650 0 0

3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

算方案的报告

131,311,741 99.9293 92,900 0.0707 0 0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131,331,341 99.9442 73,300 0.0558 0 0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经营计

划的议案

131,319,241 99.9350 85,400 0.0650 0 0

6

关于核定2019年度公司向

金融机构融资余额的议案

131,311,741 99.9293 92,900 0.0707 0 0

7

公司2018年度报告正本及

摘要

131,319,241 99.9350 85,400 0.0650 0 0

8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131,319,241 99.9350 85,400 0.0650 0 0

9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31,319,241 99.9350 85,400 0.0650 0 0

本次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9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票通过。

说明：关于本次会议审议议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本公司2019年4月26日、5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及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源伟、王应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方式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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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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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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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7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6日—2019年5月17日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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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下午15:00至

2019年5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九号燕京啤酒科技大厦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东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72人，代表股份1,736,246,0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2,818,539,341股的61.6009%。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1人，代表股份1,675,759,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2,818,539,341股的59.454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共60,486,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

818,539,341股的2.1460%。

2、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65人，代表股份65,692,2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2,818,539,341股的2.3307%。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4人，代表股份5,205,3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

818,539,341股的0.1847%� ；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共60,486,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

818,539,341股的2.1460%。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

信利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45,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94%；

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13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46,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23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45,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94%；

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13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45,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94%；

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13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母公司实现税后净利润565,808,345.45元，分配如下：

（1）按税后净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56,580,834.55元；

（2）按税后净利润的5%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28,290,417.27元；

以上两项基金提取后，当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480,937,093.63元。 累计未分配利润6,660,153,

073.68元。 公司按2018年12月31日总股本2,818,539,341股为基数，每10股派现金0.22元（含税），所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

2、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45,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94%；

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13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及续聘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3,247,1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3%；

反对50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2%；

弃权2,491,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2,693,35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350%；

反对507,1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719%；

弃权2,491,779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3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18年度内控审计报酬及续聘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3,251,6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75%；

反对50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90%；

弃权2,491,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2,697,851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418%；

反对502,60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651%；

弃权2,491,779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93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45,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94%；

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13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于2019年5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了《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45,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94%；

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13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于2019年5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45,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94%；

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13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于2019年5月1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部分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36,245,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94%；

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06%；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5,692,130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98%；

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邓启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思敏、杨中华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

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

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3259� � � �证券简称：药明康德 公告编号：临2019-029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

2019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会

议及

2019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的再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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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6月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已于2019年4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通知》。 为使广大股东周知并能按时参与，根据《无

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现将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的相关事宜再次通知如下：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及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6月3日14点00分开始依次召开年度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会及H股类别股

东会

召开地点：上海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1000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6月3日

至2019年6月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沪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

引》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一)�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全体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摘要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

权的议案》

√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境内外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1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2 《关于续聘2019年度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聘请2019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案》 √

14 《关于核定公司2019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的议案》 √

15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16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

1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18

《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

19

《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

20

《关于修订〈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

法〉的议案》

√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还将听取《2018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

(二)� 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H股股份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

(三)� 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H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H股股份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分别经本公司2019年3月22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暨2018年年度董事

会会议以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暨2018年年度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决议公告的具体内容请参

见于2019年3月23日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

公告。 本次会议的会议资料将另行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第5、7、8、9、15、17、18、19项议案；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

会议第1、2项议案；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第1、2项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6、10、12、13、1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 （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 进行投票， 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 （网址：vote.sseinfo.

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

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 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

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

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

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四)�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六)�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在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上投票，将视同其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A股

类别股东会上对A股类别股东会对应议案进行了同样的表决。 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将分别在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上进行表决。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有权出

席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259 药明康德 2019/5/27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符合上述出席条件的股东如欲出席现场会议，须提供以下登记资料：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能证明其具有法人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有营业执照、法人股东股票

账户卡、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附件2）。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身份的有效证件、股票账户

卡；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持有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附件2）。

3、融资融券投资者出席会议的，应持有融资融券相关证券公司的营业执照、证券账户证明及其向投资者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投资者为个人的，还应持有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投资者为单位

的，还应持有本单位营业执照、参会人员身份证、单位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附件2）。

4、选择网络投票的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票平台直接参与股东大会投票。

(二)�现场会议的登记时间

2019年6月3日（星期一）13:30-14:00，上述时间段以后将不再办理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登记。

(三)�现场会议的登记地点：

上海外高桥皇冠假日酒店，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1000号。

六、 其他事项

1、 会务联系人：姚驰

2、 联系电话：021-20663091

3、 传真电话：021-50463093

4、 邮箱：ir@wuxiapptec.com

5、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富特中路288号

6、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7、 H股股东参会事项详见公司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hkexnews.hk)发布的公

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通告及通函。

特此公告。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8日

附件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附件2：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附件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6月3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 《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报告摘要的议案》

4 《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

和/或H股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

/H股股份的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发行境内外债

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1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2

《关于续聘2019年度境内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13

《关于公司聘请2019年度境外审计机构的议

案》

14

《关于核定公司2019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额度的议案》

15 《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6 《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7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18

《关于修订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9

《关于修订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0

《关于修订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授权委托书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回购公司A股/H股股份的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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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莱克电气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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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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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高新区向阳路2号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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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9,94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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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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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倪祖根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方式和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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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殷爱荪先生因有事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平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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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04,655 99.9895 35,400 0.0105 0 0.00

2、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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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40,055 100.00 0 0.00 0 0.00

3、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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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40,055 100.00 0 0.00 0 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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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40,055 100.00 0 0.00 0 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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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04,655 99.9895 35,400 0.0105 0 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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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701,974 99.9299 238,081 0.0701 0 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审计机构2018年度审计工作评价及续聘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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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40,055 100.00 0 0.00 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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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40,055 100.00 0 0.00 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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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40,055 100.00 0 0.00 0 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追加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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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701,974 99.9299 238,081 0.0701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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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904,655 99.9895 35,400 0.0105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324,669,949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4,400,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834,706 95.9315 35,400 4.0685 0 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09,881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624,825 94.6381 35,400 5.3619 0 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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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5,202,106 99.7676 35,400 0.2324 0 0.00

6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14,999,425 98.4375 238,081 1.5625 0 0.00

9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15,237,506 100.00 0 0.00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股份的1/2以上通过有效。

2、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郁振华、孙梦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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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