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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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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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参与度，根据《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15年修

订）》的要求，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

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20日（周一）下午14: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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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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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市吴江区桃源镇桃乌公路东侧1948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将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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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通过现场

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炳兴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股份168,773,53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54.266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深圳）

律师事务所朱强律师、卢剑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人数共4人，代表股份168,773,53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2662%。

3、网络投票情况：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0人，

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0%。

5、出席董事：李炳兴先生、李志聪先生、张辛易先生、邵娜女士、曹生麟先生、章军先生、周中胜先

生。

6、出席监事：王芳女士。

7、列席会议人员（高级管理人员）：张辛易先生、邵娜女士。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7.01�审议通过了《与奥瑞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7.02�审议通过了《与苏州普莱特投资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结果： 同意1,451,04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现场参会的关联股东李炳兴先生、李志聪先生、邵娜女士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或券商收益凭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

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68,773,53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10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朱强律师、卢剑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苏州华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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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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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于2019

年4月27日发出通知， 并于2019年5月19日至2019年5月20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 14:30在公司总部

大楼六楼会议室召开；2019年5月20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19年5月19日下午15:00� 至 2019年5月20日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汉林先生主持。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

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其中， 公司董事朱兴泉先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

议，委托公司董事杨鹏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公司监事朱盘英女士因出差未能

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公司监事钱萍女士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2人， 代表股

份1,424,787,78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3.235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291,913,90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48.27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9人，代表股份132,873,879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4.9646％。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外的其他股东) 及股东的

授权代表共29人，代表股份132,873,87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9646％。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与会

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

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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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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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2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5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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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6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9％；反对5,5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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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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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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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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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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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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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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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10,4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77,3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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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796,5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8％；反对77,3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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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审议《关于为子公司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445,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反对342,3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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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531,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4％；反对342,3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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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关于对子公司承接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445,7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反对342,0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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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531,8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6％；反对342,0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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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为新加坡金螳螂内保外贷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445,4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反对342,33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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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531,5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424％；反对342,33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5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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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含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6,760,7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348％；反对18,027,

0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6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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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14,846,86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4330％； 反对18,027,

0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6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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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审议《关于开展应收账款保理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10,13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 反对77,65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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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796,2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16％；反对77,65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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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审议《关于开展金融资产转让及回购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82,58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5,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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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68,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5,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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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和信托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2,503,52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97％； 反对2,284,

2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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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89,6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2809％；反对2,284,26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1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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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审议《关于续聘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24,771,58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9％； 反对16,2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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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857,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8％；反对16,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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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万解秋先生、俞雪华先生和殷新先生向大会作了

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内容于2019年4月2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供投资者查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王玉律师到现场对本次股东大

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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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9年5月6日，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等事

项。 详见公司2019年5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29）。

2019年5月20�日,公司完成了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了宣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公司经营范围由“家用电器研发、销售；模具研发、生产、销

售；注塑件生产、销售；洗衣机配件、其它机电产品研发、生产、销售；RV减速器的研发、

生产、销售；自营本公司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产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变

更为“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家用电器核心零部件、模具的研发、生产、销售；房屋租赁；自

营本公司产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和技术除

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其他登记事项

不变。

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安徽聚隆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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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19

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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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

参加由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

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主题活动及董秘值班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

演中心，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15:00至16:30。

届时，公司总经理骆耀先生、财务负责人兼副总经理张光朝先生和董事会秘书杨业先生将通过网

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18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

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此外，公司在5月27日至5月31日期间，举办董秘值班周活动，在此期间公司董秘将通过上证路演

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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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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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将参加由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全景网络有限

公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主题活动及董秘值班

周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

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

（http://roadshow.sseinfo.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公司本次投

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15:00至16:30。

届时公司的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杨茂良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政良先

生将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18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

资计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此外，公司在5月27日至

5月31日期间， 举办董秘值班周活动， 在此期间公司董秘将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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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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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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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日至2019年5月20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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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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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下午15:00至

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达南路中段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四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伟武先生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人，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134,75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314%。 其中：

（1）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134,753,

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231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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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1人，代表有效表

决权的股份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

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 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额度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71％；反对

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翁伟炜先生、翁伟嘉先生、翁伟博先

生、蔡沛侬女士、柯丽婉女士已回避表决。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4,753,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7％；

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反对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国枫律师事

务所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3477

证券简称：振静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9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集体接待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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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将参加由四川省上市公司协会、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深圳全景网络有限公

司共同举办的“2019年四川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主题活动及董秘值班周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 采取网络远

程的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以登录 “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

com）或关注微信公众号：上证路演中心，参与公司本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活动时

间为2019年5月24日（星期五）15:00至16:30。

届时公司的董事、总经理何晓兰女士，董事、董事会秘书周密先生将通过网络在线

交流形式与投资者就2018年年报、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权激励

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注的问题进行沟通。 此外，公司在5月27日至5月31日期间，举

办董秘值班周活动， 在此期间公司董秘将通过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及时回答投资者的问题。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四川振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