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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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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审批情况

于2018年11月2日召开的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于2018年11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

11月5日、2018年11月21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于2019年4月9日召开的公司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回购股份用途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本公司于2019年4月10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及用途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同时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长期

健康发展，结合公司经营情况，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公司拟进行股份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公司在股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若存在股权激励部分股份未完成

转让的，该部分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二）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回购股份的价格

结合近期公司股价，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拟为不超过13元/股（含13元/股），不超过董事会通过回购预案

决议前10个交易日或者前30个交易日（按照孰高原则）公司股票平均收盘价的150%。具体回购价格由股东大

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结合公司股票价格、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确定。

（五）回购股份的总金额、数量及占总股本的比例

1、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5亿元（含5亿元）。

2、回购股份的数量：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5亿元、回购价格上限13元/股进行测算，若全部以最高价

回购，预计最大回购股份数量约为38,461,538股，约占本公司当时已发行总股本的3.1%。

（六）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七）回购股份的期限

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6个月内， 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授权或董事会

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三、回购实施情况

（一）实施首次回购

2018年12月3日，公司实施了首次回购，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18年12月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上的相关公告。

（二）实际回购情况

2019年5月17日，公司股份回购期限届满，公司实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39,833,973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21%，购买的最高价为11.91元/股、最低价为9.93元/股，累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453,429,

094.28元（不含印花税、佣金等交易费用）,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未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回购后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公

司的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同时，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有利于增强公司股票长期的投资价值，

有利于增强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提升对公司的价值认可。

四、回购期间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说明

2018年11月5日，公司首次披露了回购股份事项。 自首次披露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至本公告发布前一日，公

司合计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 公司高级副总裁盖龙佳因个人资金

需求于2019年3月29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27,650股，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上述主体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五、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无限售条件股份 1,242,370,295 100.00% 1,242,370,295 100.00%

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0 0 39,833,973 3.21%

总股本 1,242,370,295 100.00% 1,242,370,295 100.00%

六、已回购股份处理安排

公司实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39,833,973股，本次回购股份将全部用于股权激励。 公司在股

份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若存在股权激励部分股份未完成转让的，该部分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并按规

定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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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

因误操作违规减持公司股票及致歉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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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近日获悉高级管理人员盖龙佳的证券账户存在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情况，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违规减持情况说明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盖龙佳于2019年3月29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票27,

6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22%，成交均价为14.24元/股。 本次减持后，盖龙佳不再持有本公司股票。

上述交易违反了《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中关于高级

管理人员不得在定期报告窗口期买卖股票、每年减持不得超过25%的限制性规定；同时，本次减持未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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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预披露和公示。

经与盖龙佳核实，因平时工作繁忙，其证券账户一直由家属代为管理。公司审议聘任盖龙佳为高级管理人

员的董事会系以通讯表决方式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盖龙佳对该次董事会会议时间记忆有误，导致家属进行

了上述误操作。 经查，盖龙佳未参加公司董事会，亦未参与公司其他重要事项讨论，不存在因获悉内幕信息而

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

二、本次违规减持事项的处理情况

1、公司对盖龙佳进行了批评教育，要求其继续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要求其对家属代

为交易的行为进行严格管理，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2、在获知上述情况后，盖龙佳进行了深刻反省，并承诺将继续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同时

对其家属的交易操作进行严格管理，其家属具体代为交易前提前告知，并由其及时向公司进行申请和报备，避

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3、盖龙佳承诺将在上述交易发生之日起6个月后将本次减持的股份全部购回，并在本届任期内不进行减

持。

三、对本次违规减持的致歉声明

盖龙佳就本次违规减持事项的致歉声明如下：

本人对本次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并就本次行为向公司和广大投资者致以诚挚的歉

意。作为公司新任高级管理人员，本人会继续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严格遵照相关规定，对

本人的证券账户以及家属代为交易的行为进行严格管理，避免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公司始终十分重视公司治理和规范运作，未来也将进一步推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理解，同时进一步加强证券账户管理，杜绝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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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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遥观镇今创路88号科技大楼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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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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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6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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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俞金坤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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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公司独立董事任海峙女士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蔡旭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邹春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副总经理曹章保先生、孙超先生、兰娴女士列席了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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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7,9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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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7,9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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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7,9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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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7,9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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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7,9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18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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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7,680 99.9066 2,100 0.0934 0 0.0000

关联股东俞金坤、戈建鸣、常州万润投资有限公司、常州易宏投资有限公司、戈耀红、张怀斌、罗燚、杜燕

回避表决。

7、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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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5,7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关联股东俞金坤、戈建鸣、常州万润投资有限公司、常州易宏投资有限公司、戈耀红、曹章保、张怀斌、罗

燚、邹春中回避表决。

8、议案名称：《关于聘任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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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7,9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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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54,818 99.9725 113,100 0.0275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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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9,020 89.9875 146,760 10.0125 0 0.0000

关联股东俞金坤、戈建鸣、常州万润投资有限公司、常州易宏投资有限公司、戈耀红、曹章保、张怀斌、罗

燚回避表决。

11、议案名称：《关于为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借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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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21,158 99.9643 146,760 0.0357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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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54,818 99.9725 113,100 0.0275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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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54,818 99.9725 113,100 0.0275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18-2020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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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7,9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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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354,818 99.9725 113,100 0.0275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调整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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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467,918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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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965,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51,597,0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7,905,7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3,0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7,902,76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公司董、监、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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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确认2018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147,680 98.5979 2,100 1.4021 0 0.0000

7

关于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报告

及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149,7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19年度对外担保预计

的议案

3,020 2.0162 146,760 97.9838 0 0.0000

15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新论证并延

期的议案

51,633,680 99.7814 113,100 0.2186 0 0.0000

16

关于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预案（调整后）的议案

51,746,7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4、16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超过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般、周若婷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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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29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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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第1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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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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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召开和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三）召集人：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西安市灞桥区现代纺织产业园灞柳二路2801号陕西盘龙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二楼

会议室。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谢晓林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代表股份62,982,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66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44,347,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1.167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8,634,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501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1,323,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2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322,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52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8％。

（二）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及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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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34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4149％；反对18,63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9.58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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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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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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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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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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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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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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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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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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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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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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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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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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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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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44,34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4124％；反对18,6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9.5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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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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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44,347,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4124％；反对18,6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29.58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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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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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62,98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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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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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内部控制规则落实自查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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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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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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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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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调整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现金管理产品类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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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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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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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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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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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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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作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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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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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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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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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经营决策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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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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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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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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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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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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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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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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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2,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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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3,9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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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2,98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5％；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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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1％；反对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2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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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杨元春律师、李北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定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5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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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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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武澄西路1号公司二楼职工培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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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655,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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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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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朱琦女

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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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8人，董事长朱国良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刘一鸣先生出席会议。 公司财务总监王锦蓉女士列席会议；副总经理吴方敏先生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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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4,048 99.9949 100 0.0002 1,700 0.0049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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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2,548 99.8505 100 0.0002 53,200 0.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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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2,548 99.8505 100 0.0002 53,200 0.1493

4、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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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4,048 99.9949 100 0.0002 1,700 0.0049

5、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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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4,248 99.8552 51,600 0.1448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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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0,263 99.3732 51,600 0.6068 1,700 0.02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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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2,548 99.8505 51,600 0.1447 1,700 0.004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除董事长、副董事长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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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64,254 99.8264 51,600 0.1679 1,700 0.0057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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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2,548 99.8505 51,600 0.1447 1,700 0.0048

10、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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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2,548 99.8505 100 0.0002 53,200 0.1493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借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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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4,048 99.9949 100 0.0002 1,700 0.0049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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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4,048 99.9949 100 0.0002 1,700 0.0049

13、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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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4,048 99.9949 100 0.0002 1,700 0.0049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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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2,548 99.8505 51,600 0.1447 1,700 0.0048

15、 议案名称：《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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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4,048 99.9949 100 0.0002 1,700 0.0049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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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54,048 99.9949 100 0.0002 1,700 0.0049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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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2,548 99.8505 100 0.0002 53,200 0.1493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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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02,548 99.8505 100 0.0002 53,200 0.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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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462,375 97.9474 51,600 2.0526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2,460,675 97.8798 51,600 2.0525 1,700 0.0677

8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除董事长、副董事长外）薪酬的议案》 2,460,675 97.8798 51,600 2.0525 1,700 0.0677

10 《关于2019年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2,460,675 97.8798 100 0.0039 53,200 2.1163

12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512,175 99.9284 100 0.0039 1,700 0.0677

13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2,512,175 99.9284 100 0.0039 1,700 0.0677

14 《关于公司2018年度关联交易情况的议案》 2,460,675 97.8798 51,600 2.0525 1,700 0.0677

15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512,175 99.9284 100 0.0039 1,700 0.067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6、8、10、12、13、14、15为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上述议案已经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

独表决并获得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议案8：议案6已经朱国良先生、朱琦女士回避表决；议案8已经沈卫强先

生、周志斌先生、张贤江先生、江双凯先生回避表决。

议案16为特别表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

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

律师：梁永伟、周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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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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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证券简称：粤高速

A

、粤高速

B

证券代码：

000429

、

200429

公告编号：

2019-018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加

2019

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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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工作，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

广东证监局、广东上市公司协会举办的“2019年广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本次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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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路演天下”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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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星期三）15:45至16:45。

届时公司的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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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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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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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9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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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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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15:00至2019年5月2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会议室（广州市珠江新城珠江东路32号利通广场45层）。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郑任发先生。

6、会议通知刊登在2019年4月27日的《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及巨潮资讯

网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7、股东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8人， 代表股份1,413,272,44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090,806,

126股的67.594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8人，代表股份1,077,434,0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51.532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0人，代表股份335,838,4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16.0626%。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3人， 代表股份1,371,329,33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65.588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6人，代表股份1,035,528,8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9.52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7人， 代表股份335,800,50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16.0608%。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55人，代表股份41,943,1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0061%。其

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52人，代表股份41,905,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0043%；通过网

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37,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18%。

8、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石庆华、邢一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的表决方式，使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一八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13,265,5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951%；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46%；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71,326,3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03199%；反对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18%；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939,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6752%；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28%；弃权0股。

（二） 审议通过《二〇一八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进行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230,581,431.32元；

2、提取1,175,033,042.81元作为2018年度分红派息资金。以2018年底的总股本2,090,806,126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5.62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B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的外币折算价以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作出分红派息决议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买入卖出中间价确定。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13,265,9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954%；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46%；弃权0股。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71,326,7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03202%；反对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18%；弃权0股。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939,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6752%；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28%；弃权0股。

（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31,099,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719%；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281%，弃权0股。

（三） 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一九年度全面预算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13,262,0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926%；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46%；弃权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28%。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71,322,8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03174%；反对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18%；弃权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28%。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939,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6752%；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28%；弃权0股。

（四） 审议通过《二〇一八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13,265,5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951%；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46%；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71,326,3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03199%；反对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18%；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939,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6752%；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28%；弃权0股。

（五） 审议通过《二〇一八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13,265,5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951%；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46%；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71,326,3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03199%；反对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18%；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939,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6752%；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28%；弃权0股。

（六） 审议通过《关于二〇一八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13,265,5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951%；反对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46%；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71,326,3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03199%；反对2,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18%；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939,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6752%；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00028%；弃权0股。

（七）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承诺方变更承诺的议案》

同意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于本公司2016年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重

大资产重组中所做关于资产重组标的广东省佛开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和京珠高速广珠段有限公司相关土地、 房产

办理权属登记手续的承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公路建设有限公司、广东省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380,570,4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9291%；反对2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00699%；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11%。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38,631,2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88.97360%；反对2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00596%；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11%。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939,2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1.01931%；反对3,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

的0.00102%；弃权0股。

（八）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曾小清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选举，曾小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任期相同。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12,325,5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93300%；反对1,106,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0.07826%；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71,318,83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03146%；反对1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0071%；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41,006,71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0154%；反对1,095,9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07754%；弃权0股。

（九）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蒋昌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经选举，蒋昌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公司第八届监事会成员任期相同。

本提案表决情况：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409,706,2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9.74766%；反对3,565,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0.25231%；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2）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1,371,012,7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97.00980%；反对316,2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0.02237%；弃权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00003%。

（3）B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38,693,5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73787%；反对3,249,5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

份的0.22993%；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泽君（广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 石庆华 邢一燕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关于召开二〇一八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4、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材料。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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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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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在本公司45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

已于2019年5月1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当面递交方式通知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15名，实到董事15名，参

加本次会议的董事超过全体董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选举，曾小清独立董事补选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为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的议案》

同意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有限公司以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项目收费权益及该权利项下一切收益的19.2%为

固定资产支持融资借款提供质押担保，并同意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公司签署《权利质押合同》等相关文件并办理

有关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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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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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于2019年5月20日（星期一）下午在本公司45层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会议通知及相关会议文件已于

2019年5月16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或当面递交方式通知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事5名，参加本次

会议的监事超过全体监事的半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经选举，蒋昌稳先生当选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

会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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