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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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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

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2019年5月16日召开职工代表

大会，经全体与会代表投票表决，同意选举崔岚女士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个人简历见

附件），与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的两名监事一致。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最近两年内未曾担任公司董事或者

高级管理人员，其将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职权，并对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和股东

大会负责。 最近两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第七届监事会成员中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0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崔岚女士：197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总裁助

理、浙江公司总经理，历任美国礼来亚洲公司市场部经理、高级人力资源部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崔岚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006,282股。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

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崔岚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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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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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

况。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全部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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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7日下午14：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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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上午9：30至

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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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滨江区滨盛路1508号海亮大厦11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俞熔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合并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51名，代表股份数1,168,075,883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37.419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4人，代表股份数量969,602,983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31.061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提供的数据，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7

人，代表股份数量198,472,9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3581%。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1,167,377,7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2%；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698,1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7,35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9%；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票69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

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1,167,377,7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2%；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698,1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7,35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9%；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票69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

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票1,167,377,7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2%；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698,1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7,35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9%；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票69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

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1,167,377,7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02%；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698,14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7,358,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79%；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票69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2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

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票1,157,897,62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86%；反对票9,526,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6%；弃权票

651,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67,878,2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837%；反对票9,526,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5.3502%；弃权票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66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

案获得通过。

6、《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166,233,5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23%；反对票1,1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9%；弃权

票651,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5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6,214,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53%；反对票1,19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6686%；弃权票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366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

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票1,167,365,84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92%； 反对票11,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0%； 弃权票

698,1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5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7,346,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12%；反对票1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67%；弃权票698,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92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

案获得通过。

8、《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13,560,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957%；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651,

84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7,404,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339%；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弃权票651,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61%。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结构性存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68,075,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8,056,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

案获得通过。

10、《关于全资子公司与百胜（深圳）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签署采购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214,212,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8,056,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无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

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1,168,075,8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票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票178,056,5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

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本议案采用了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如下：

1.1选举边国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1,030,250,690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007%，其

中，中小投资者选举票数40,231,326票。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1.2选举王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意票数1,033,169,699票，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506%，其

中，中小投资者选举票数43,150,335票。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王蕾、郦苗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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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本次会议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出具的《关于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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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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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经全体

监事同意， 会议于2019年5月17日下午17时以现场会议方式在杭州滨江区滨盛路1508号海亮大厦11楼

会议室召开。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出席监事三名，本次会议推举由监事边国富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选举边国富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 （监事会主席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0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附件：

监事会主席简历

边国富先生：1953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毕业于中共中央党校。 自2012年

3月担任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纪委书记、华东区域党委书记，现任公司党委书记、纪委书记。

历任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政治委员、 党委书记、 中国卫生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会医院文化专业委员会常

委、中国城市医院政治工作研究会副会长。

截至本公告日，边国富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边国富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也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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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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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遗漏。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今日分别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上海天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亿资产” ）和股东上海美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海美馨” ）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天亿

资产

是 446,809 2019-05-16 2021-01-18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15% 融资

上海

美馨

是 1,810,355 2019-05-16 2021-01-18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0.86% 融资

合计 2,257,164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基本情况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天亿资产持有公司29,626.725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49%，完成本次部分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后，天亿资产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21,649.6827万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的

73.07%，占公司总股本的6.94%。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美馨持有公司20,969.3566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2%，完成本次部分

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后，上海美馨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13,678.8743万股，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的

65.23%，占公司总股本的4.38%。

3、控股股东被质押的股份目前是否存在平仓风险

公司控股股东天亿资产质押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公司控股股东未来股份变动如达到《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的，公司将严格遵守权益披露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质押及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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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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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5月9日召开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已于2019年5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

cn）；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83,35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1.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

股派0.90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

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

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0.2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100000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2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5月27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998 宁波思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16日至登记日：2019年5月24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

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权益分派后， 本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所涉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的行权价格/回购价格将进行调

整，本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披露。

七、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306号

咨询联系人：汪文婷

咨询电话：0573-82585880

传真电话：0573-82585881

八、备查文件

1、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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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预披露公告

公司监事段义鹏、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郑志新、副总经理黄俊明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备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公司监事段义鹏间接持有公司未限售股份130,5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566%）, 计划自

2019年6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16日止，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2,625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的0.0391%）。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郑志新间接持有公司未限售股份7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0.0840%）,计划自从2019年6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16日止，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7,

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0210%）。

公司副总经理黄俊明间接持有公司未限售股份1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0.1440%）,计划

自2019年6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16日止，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0,000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的0.0360%）。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段义鹏、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郑志新和副总经理黄俊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数

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

说明

宁波思博投资

咨询有限公司

406,500 0.4877%

段义鹏、 郑志新和黄俊明分别通过宁波思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130,500股、70,000股和120,000股，分别占公司

最新总股本的0.1566、0.0840%和0.1440%。

说明：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郑志新和副总经理黄俊明除通过宁波思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间

接持有公司股份外， 还分别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激励获授的限制性股票100,000股, 各占公司总股本的

0.1200%，股权激励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目前处于限售期。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

3、减持期间：2019年6月17日起至2019年12月16日。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5、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二级市场价格，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6、减持数量和比例：

股东名称 间接持有股东 拟减持数量（万股） 拟减持数量占总股本比例

宁波思博投资咨

询有限公司

段义鹏 不超过3.2625 0.0391%

郑志新 不超过1.75 0.0210%

黄俊明 不超过3.00 0.0360%

三、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意向和承诺一致

公司股票首次公开发行时，段义鹏、郑志新和黄俊明作出如下承诺：

1、主动向公司申报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的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 上述锁定期满后，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3、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6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8�个月内不得转让本

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7�个月至第12个月之间申报离职

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后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6个月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本人所持公司股份。

4、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在满足以下条件的前提下，方可进行减持：（1）上述锁定期届满且没有延长

锁定期的相关情形，如有锁定延长期，则顺延；（2）如发生本人需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人已经承

担赔偿责任。

5、本人减持发行人股票时，将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本

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段义鹏、郑志新和黄俊明均严格遵守相关承诺事项，未出现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本

次拟减持事项与已披露的意向和承诺一致。 后续将严格遵循减持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承诺。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具有不确定性，段义鹏、郑志新和黄俊明将根据自身情况、市场情况和公司

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或部分实施本次减持计划。 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段义鹏、郑志新和黄俊明严

格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段义鹏、郑志新和黄俊明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四、备查文件

1、段义鹏、郑志新和黄俊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777

证券简称：来伊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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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8

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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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7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来

伊份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703号），该问询函全文内

容如下：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

《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结合行业及经营情况，从行业经营信息、具体会计处理等方面进

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与公司经营相关问题

1、年报披露，2018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91亿元，同比增加7.01%，归母净利润1,010.9万元，同

比下降90.03%，扣非后归母净利润-4,652.5万元，同比下降154.28%。 第一至四季度公司扣母净利润分

别为4,232.37万元、-531万元、-2,360.6万元、-3,298.78万元。 请补充披露：（1）按直营及加盟经营模

式，具体列示近三年的营业收入、成本、毛利率及相关变动情况；（2）公司解释归母净利润同比下滑较大

主要系费用上涨，请结合直营和加盟模式经营特点，分地区列示新增门店数量、关闭门店数量及开业时

长，并具体说明新增门店费用的具体构成及费用增长的合理性；（3）请分别列示近3年来不同店龄门店

的数量、员工数量、员工薪酬、门店收入、经营成本、毛利率、租金情况。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并说明对

门店的审计程序及核实情况。

2、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7,274.97万元，同比下降52.54%。 分季度

看， 第一至四季度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8,442.3万元、-1.22亿元、4,376.08万元、6,653.63万

元。 请补充披露：（1）结合2017年分季度现金流情况，具体说明报告期内第一至四季度经营性现金流变

化幅度较大的原因;（2）报告期内各季度不同经营模式门店的开关情况，以及对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

的影响；（3）第二季度经营性现金流为负的具体原因及合理性。

3、年报披露，2018年度公司新增门店237家，其中直营门店129家，加盟门店108家，报告期末公司在

职员工数量9,033名，去年同期为9,022名，同比增加员工仅为11名，且员工结构变动较大。 公司销售费

用中工资及社保费同比增加5,659万元，管理费用中工资及社保费同比增加6,736.4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

露：（1）公司销售人员由17年7,782名增加至7,834名，仅增加52名，物流人员由162名减少至89名。请公

司结合门店大幅增加的情况，具体说明上述人员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2）公司技术人员由去年的110

名增加至732名，请说明技术人员对应的具体业务情况、报告期内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3）公司财

务人员由75名增长至275名，行政人员则从893人下降至103人，请公司结合具体经营情况、内部人员架

构调整具体说明上述人员大幅变动的原因及合理性；（4）根据公司员工薪酬结构和变化情况，具体说明

人员总数增长较少，薪酬及社保增加幅度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意

见。

4、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销售费用为12.8亿元，同比增长15.69%；管理费用为4.3亿元，同比增加

27.18%。其中销售费用中包含其他类费用6,984.32万元，管理费用中包含其他类费用5,645.3万元。请补

充披露：（1）结合新增门店数量，按地区分别列示新增租赁费、仓储运输费、门店装修费等与门店增加相

关费用情况、不同费用类型的同比增长情况并说明销售费用大额增长的合理性；（2）公司解释管理费用

大额增长主要系加大管理及技术人员引进、信息技术投入及实施股权激励所致。 请具体说明公司管理及

技术人员数量及薪酬情况、具体技术投入项目、运行模式及相关费用、股权激励费用情况；（3）具体说明

管理费用及销售费用中其他类费用的具体科目、金额、同比增长情况及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

意见。

5、年报披露，公司2018年度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2,482万元，去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1.01亿

元，本期计入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超过去年公司净利润10%。 请补充披露政府补助的具体项目、金额、同

比变化情况及原因，并核实公司收到政府补助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财务相关问题

6、年报披露，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为4,182.93万元，同比增长63.1%，公司解释系电商应收账款第

三方增加。 请补充披露：（1）电商应收款第三方具体对象、金额、同比变动情况、是否与公司有关联关系、

账龄、相关计提减值情况及合理性；（2）结合不同销售模式，分别列示前5大应收账款欠款方名称、涉及

金额、 是否与公司有关联关系、 相关计提减值情况及合理性；（3） 公司本期收回或转回坏账准备金额

811.05万元，请分别列示收回及转回款项具体对象、金额、原坏账准备的依据及合理性、是否与公司存在

关联关系、收回方式或转回的具体原因。

7、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存货账面价值为3.85亿元，2017年存货期末余额4.17亿元。 公司2018年

度营业收入增长7.01%，新增门店共计237家。 请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长且门店数量

增加的情况，说明公司库存下降的原因及和合理性，公司经营模式是否发生重大变化；（2）根据线上线

下及销售模式不同，分别列示近3年期末库存账面价值、同比变化情况、说明变动原因；（3）结合销售模

式、行业特点及周转情况，分别列示不同库龄的存货类型、数量、金额、同比变化情况及原因、未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并说明对公司存货的审计程序及核实情况。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

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9年5月18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5月25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

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收到上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问询函回复工作，待回复工作完成后公

司将按要求及时予以披露。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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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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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会议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17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15:00—2019年5月17日15:00。 其中：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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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15:00至2019年5月17日15:00。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望海路1166号招商局广场1号楼13层会议室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荣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64人，代表公

司股份数886,509,33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6779%。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

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16人，代表公司股份数852,750,6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4335%；通过网

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48人, 代表公司股份总数为33,758,716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444%。

2.�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关联股东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84,194,6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89%； 反对票2,314,6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11%；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9,406,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5248%；反对票2,314,65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5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84,264,6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8%； 反对票2,244,6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9,476,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6601%；反对票2,244,65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99%；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84,264,6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8%； 反对票2,244,6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9,476,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6601%；反对票2,244,65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99%；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2018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84,264,6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8%； 反对票2,244,6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9,476,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6601%；反对票2,244,65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99%；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84,264,6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68%； 反对票2,244,6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32%；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9,476,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6601%；反对票2,244,65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399%；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84,300,1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08%； 反对票2,176,3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55%；弃权票3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9,512,3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7288%；反对票2,176,35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78%；弃权票32,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4%。

7、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84,290,0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7%； 反对票2,193,3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74%；弃权票2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9,502,2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7092%；反对票2,193,35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07%；弃权票2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8、审议《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提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其中同意票49,476,889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601%； 反对票2,196,5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469%；弃权票4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0%。关联股东深圳市欧菲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及裕高（中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9,476,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6601%；反对票2,196,55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69%；弃权票4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30%。

9、审议《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提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84,320,389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31%； 反对票2,020,75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9%；弃权票16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9,532,5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5.7678%；反对票2,020,75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70%；弃权票168,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52%。

10、审议《关于银行授信及担保事项的提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63,362,69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890%； 反对票22,181,84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022%；弃权票96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28,574,89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55.2476%；反对票22,181,841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8870%；弃权票964,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54%。

11、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86,509,339股，其中同意票883,011,73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55%； 反对票3,480,1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26%；弃权票1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721,539股，同意票

48,223,93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3.2376%；反对票3,480,101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85%；弃权票17,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8%。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唐都远律师和黄媛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600180

证券简称：瑞茂通 公告编号：

2019-034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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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10号庄胜广场中央办公楼南翼11层瑞茂通供应链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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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48,051,7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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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7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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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李群立先生主持，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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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出席2人，董事长燕刚先生、董事包洪涛先生、董事秦敬富先生、独立董事赵建国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刘选智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监事刘春燕女士因身体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张菊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路明多先生、副总经理高磊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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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51,7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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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51,7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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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51,7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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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51,7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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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51,7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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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51,7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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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57,5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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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443,716 99.4432 3,608,063 0.556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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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4,443,716 99.4432 3,295,549 0.5085 312,514 0.0483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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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51,7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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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8,051,7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年度开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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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31,758 99.6420 2,320,021 0.358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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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5,731,758 99.6420 2,320,021 0.358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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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5,994,2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22,057,5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2,425,80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9,631,76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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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2,057,

5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测的议案

22,057,

5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公司2019�年度对

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

18,449,

503

83.6425

3,608,

063

16.3575 0 0.0000

9

关于公司董事及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18,449,

503

83.6425

3,295,

549

14.9406 312,514 1.4169

10

关于续聘公司 2019�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

议案

22,057,

5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

关于续聘公司 2019�年

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22,057,

5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公司 2019�年度开

展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

案

19,737,

545

89.4819

2,320,

021

10.5181 0 0.0000

13

关于公司及全资、 控股

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

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19,737,

545

89.4819

2,320,

021

10.5181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郑州瑞茂通供应链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625,994,213股，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林李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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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