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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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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通知于2019
年 5月1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霍达先生召集。 公司现有14名董事，霍达、苏敏、粟健、熊贤良、熊剑
涛、彭磊等6名董事因关连关系对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回避表决，本次会议由无关连关系的
8名董事出席。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招商局集团” ）签署证券及金融产
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1. 同意公司与招商局集团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协议》；
2. 2019年-2021年公司及附属公司（以下简称“本集团” ）与招商局集团及其联系人
之间关连交易的年度上限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

2019年度

本集团自与招商局集团及╱或其联系人进行的固定收
益产品及股权类产品的销售、衍生产品的交易及╱或融
资交易的借入╱卖出回购所产生的现金流入总额

1,029,000

本集团自与招商局集团及╱或其联系人进行的固定收
益产品及股权类产品的购买、衍生产品的交易及╱或融
资交易的借出╱买入返售所产生的现金流出总额
证券及金融服务

2020年度
1,089,000

844,000
2019年度

招商局集团及/或其联系人向本集团支付

2021年度
1,111,000

1,084,000

1,494,000

2020年度

23,011

2021年度

23,122

23,239

3. 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任一董事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有关政
府部门和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如有），修改关连交易年度上限，对上述框架协议进行修
改、调整或补充。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
框架协议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及附属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开展关连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的情形，不存在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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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项目

2019年度上限
（自协议生效之日起）

2020年度上限

2021年度上限

行政采购

2,300

2,500

2,700

房屋租赁

2,100

2,200

2,300

3. 同意授权公司任一董事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有关政府部门和监管
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如有），修改关连交易年度上限，对上述框架协议进行修改、调整或补
充。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行政采购、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公司及附属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联系人开展关连交易有利于公司的长
远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的情形，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议案的表决严格按照《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在表决过程中关连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据此，同意《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行政采购、房屋租赁框架协议的议
案》之关连交易事项。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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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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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钢股份” 或“公司” ）于2019年5月7日召开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
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预案（摘要）》和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南京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2019年5月2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9】0725号）（以下简称
“
《问询函》” ）。 该《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
问题需要你公司作出说明并补充披露。
1.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公司拟向南京钢联发行股份购买南钢发展38.72%股权和金江
炉料38.72%股权。 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请公司补充披露：（1）目
前审计、评估工作所处的阶段；（2）是否已有标的公司的预估值金额或范围区间；（3）公司
在已控股标的公司的情况下，继续收购少数股权的原因；（4）上述交易与南京钢联承接建
信投资持有的标的公司30.97%股权是否为一揽子交易， 如南京钢联以现金受让建信投资
持有标的公司的股权未完成过户，公司是否继续向南京钢联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标的公司
7.75%的股权。
2.预案披露，2017年3月，建信投资与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联共同对本次重组标的公司
南钢发展现金增资。 根据建信投资入股时相关方的约定，增资完成后的三年内将由南钢股
份向建信投资发行股份收购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或由南京钢联收购建信投资持有的标
的公司股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增资的背景、采取的具体评估方法、估值依据；（2）
是否就建信投资持有标的公司股权期间的收益情况、后续收购时的估值作出承诺或相关安
排。
3.预案披露，2019年4月，公司控股股东南京钢联与建信投资签订相关协议，由南京钢
联以现金受让建信投资持有的南钢发展30.97%股权和金江炉料30.97%股权， 截至预案签
署日，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尚未办理完毕。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南京钢联与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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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签订协议的具体内容，说明相关资产交割、股份过户的具体安排及最新进展情况；（2）
上述交易的具体金额、具体资金来源，采用的评估方法、估值依据及合理性；（3）上述事项
与2017年3月建信投资、 南京钢联共同对标的公司现金增资事项的估值差异情况及合理
性。
4.预案披露，南钢发展主营业务由钢铁产品生产及销售业务、钢铁相关中间产品及能
源介质业务以及贸易业务三部分组成。 近两年一期， 南钢发展销售毛利率分别为9.44%、
7.06%、3.19%； 销售净利率分别为4.38% 、3.82% 、2.20% ； 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1.94% 、
60.08%、61.21%。 请公司补充披露：（1）南钢发展贸易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要
贸易货种、确认收入的会计方法、经营模式和主要客户情况、近三年收入和成本的变化情况
等；（2）南钢发展开展贸易业务的主要考虑，与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3）结合所在行业发
展、南钢发展具体经营情况，说明毛利率和净利率持续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4）结合南钢
发展的经营、投资和现金流情况，说明短期债务、长期债务的变化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
偿债压力。
5.预案披露，2018年4月，南钢发展存续分立，新设金江炉料。 分立后，南钢发展原烧结、
球团、焦化的生产加工业务及相关资产由新设立的金江炉料承接。 金江炉料的主要产品为
烧结矿、球团矿及焦炭，用于高炉炼铁。 2018年末及2019年一季度末，金江炉料流动资产余
额分别为13.90亿元、11.45亿元， 总资产余额分别为28.61亿元、26.55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
露：（1）金江炉料各业务板块与公司主营业务的协同效应、营业收入来自公司及体系内需
求和外部需求的占比情况；（2）结合金江炉料的具体经营情况，说明流动资产、总资产余额
下降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财务顾问针对以上问题发表意见。
请你公司在2019年5月31日之前，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对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暨关联交易预案作相应修改。 ”
公司将尽快组织相关人员就《问询函》进行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
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特此公告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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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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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号京广中心公寓40层VI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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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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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数

反对
比例（%）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0.0000

A股

A股

反对
票数
0

票数

0.0000

A股

反对
比例（%）

票数

票数

0.0000

0

票数

0.0000

比例（%）
0

A股

反对
比例（%）

票数

弃权

比例（%）

99.9943

0

同意
票数

0.0000

票数

比例（%）

5,000

反对
比例（%）

88,898,518

比例（%）

88,773,018

票数

票数

比例（%）

0.0000

0

0.0000

弃权

比例（%）

99.8532

0

同意

股东类型

0.0000

票数

比例（%）

130,500

反对

票数

A股

0.1468

比例（%）

88,903,518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比例（%）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99.9943

票数

0.0057

弃权

比例（%）

3,000

议案
序号

反对

票数

比例（%）

88,903,518

票数

弃权

比例（%）

100.0000

0

票数

比例（%）

0.0000

0

0.0033

票数

比例（%）

2,000

0.0024

同意

议案名称

票数

反对

0.0000

比例（%）

票数

弃权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8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308,227

98.4037

3,000

0.9578

2,000

0.6385

6

关于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的议案

308,227

98.4037

2,000

0.6385

3,000

0.9578

8

关 于 2019 年 度
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182,727

58.3369

0

0.0000 130,500

41.6631

9

关 于 2019 年 度
公司董事薪酬的
议案

313,227

100.0000

0

0.0000

0.0000

5、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弃权

比例（%）
0

反对

票数

A股

弃权

比例（%）

100.0000

同意
88,898,518

0.0035

9、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比例（%）
0

4、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比例（%）

3,000

反对
票数

100.0000

同意

股东类型

弃权

比例（%）

100.0000

同意
票数

0.002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比例（%）

88,903,518

票数

8、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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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

比例（%）

2,000

比例（%）

88,903,518

A股

同意
票数
88,903,518

99.9943

票数

A股

比例（%）
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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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数

同意

股东类型

68.4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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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
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程霄先生主持。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刘革律师、段云鹏律师
出席了现场会议并作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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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4人，董事曾安业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独立董事
黄振中、马永义因公
务未能现场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黄建文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
3、 董事会秘书李旭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88,903,518

88,898,518

88,903,518

同意

反对
比例（%）

7、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A股

同意
票数

A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股东类型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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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革、段云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
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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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云南景谷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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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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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宜兴市高塍远东大道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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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127,73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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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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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蒋承志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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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蒋国健先生因公出差；
3、 公司董事兼董事会秘书王征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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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27,702,850

99.9974

29,000

0.0026

0

0.0000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27,702,850

99.9974

29,000

0.0026

0

0.0000

同意

同意

A股

A股

同意

股东类型
A股

反对

A股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27,702,850

99.9974

29,000

0.0026

0

0.0000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99.9974

29,000

0.0026

0

0.0000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1,127,702,850

99.9974

29,000

0.0026

0

同意

A股

A股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27,702,850

99.9974

29,000

0.0026

0

0.0000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27,702,850

99.9974

29,000

0.0026

0

0.0000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例（%）

1,127,702,850

99.9974

票数

弃权

比例（%）

29,000

0.0026

票数

比例（%）

0

0.0000

同意

反对

A股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27,470,383

99.9768

261,467

0.0232

0

0.0000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127,702,850

99.9974

29,000

0.0026

0

0.0000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781,229

98.9681

29,000

1.0319

0

0.0000

7、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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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比例（%）
0.0000

反对
比例（%）

票数

弃权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1,115,144,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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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25,601

97.9227

261,467

2.0773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902,700

96.2364

35,303

3.7636

0

0.0000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11,422,901

98.0585

226,164

1.9415

0

0.0000

同意

8、议案名称：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反对

弃权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18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1,357,
760

83.8524

261,467

16.1476

0

0.0000

6

关 于 处 理 2018 年 度 各
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590,
227

98.2090

29,000

1.7910

0

0.0000

7

2019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预计的议案

1,590,
227

98.2090

29,000

1.7910

0

0.0000

8

2019 年 度 对 外 担 保 额
度预计的议案

1,590,
227

98.2090

29,000

1.7910

0

0.0000

弃权

6、议案名称：关于处理2018年度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弃权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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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票数
反对

同意

弃权

比例（%）

同意

4、议案名称：2018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反对

票数
1,127,702,850

股东类型

弃权

票数

同意

弃权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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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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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弃权

比例（%）

股东类型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A股

反对

票数

9、议案名称：2019年度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股东类型

同意

股东类型

公告编号：2019-20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2．议案的表决严格按照《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执行，在表决过程中关连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据此，同意《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证券及金融产品、交易及服务框架
协议的议案》之关连交易事项。
本议案尚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与招商局集团签署行政采购、房屋租赁框架协议的议案
1. 同意公司与招商局集团签署《行政采购框架协议》、《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2. 公司及附属公司与招商局集团及其联系人行政采购、房屋租赁交易的年度上限为：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证券简称：南钢股份

股票代码：002320

B02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包括普通决议议案和特别决议议案，其中议案八、议案十一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议案七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包括远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蒋锡培、蒋承志、张希兰、蒋华君、陈静、匡光政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叶晓红、邓宸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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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660,424,648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1.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
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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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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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5.000000股。 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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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1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60,424,648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990,636,972股。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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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29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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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9年5月29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
生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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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
一致。 （特别说明：上述说明适用于采用循环进位
方式处理A股零碎股的情形，上市公司申请零碎股转现金方式处理零碎股的，应另行
说明零碎股转现金方案。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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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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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9年5月29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02,060,798

15.45%

+51,030,399

153,091,
197

15.4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558,363,850

84.55%

+279,181,925

837,545,
775

84.55%

三、股份总数

660,424,648

100%

+330,212,324

990,636,
972

100%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990,636,972股摊薄计算，2018年年度，每股净收
益为0.21元。
八、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57号港航大厦14层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陈海光
咨询电话：0898-68615335
传真电话：0898-68615225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19——
—044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高管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副总经理张袖元先生因个人资金需求，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
部分公司股份。 本次拟减持股份将不超过1,150,7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945%，减持期间为自本公告
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即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12月12日止（窗口期不得减持）。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张袖元先生的
《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拟减持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持股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张袖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张袖元

持股数量
4,603,000

占总股本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份

0.378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50,750

3,452,250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市场价格确定；
3． 减持期间： 自本公告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2019年6月13日至2019年12月12日
（窗口期不得减持）。
4．减持股份来源、减持方式、拟减持数量上限及比例：
姓名

减持股份来源

减持方式

张袖元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包
括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部
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
予的股份

集中竞价交易
或大宗交易

拟减持数 拟减持股数占截至 拟减持的股份占
量不超过 本公告之日公司总 其本人总持股的
比例不超过
（股）
股本比例不超过
1,150,
750

0.0945%

证券代码：000709

25%

5．若本减持计划期间，公司有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股份数
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张袖元先生承诺：“
在其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人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的比例不超过50％。
截至本公告日，张袖元先生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
四、其他事项说明
1、张袖元先生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
间、减持价格的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张袖元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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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拟减持股份的人员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上市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 张袖元先生减持公司股份属于其个人行为，本次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
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张袖元先生签署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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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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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5月21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的日期和时间：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上午9：30至11：30，下
午13：00至15：00；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15：00至2019年5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 现场会议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体育南大街385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于勇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
6、 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2人，代表股份6,818,044,2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208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3,908,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6
人，代表股份6,804,135,49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077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7人，代表股份211,413,0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910％。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3,908,8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1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1人，代
表股份197,504,28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600％。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表决结果
议案1.00 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0,197,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9％；反对7,099,95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1％；弃权74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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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566,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885％；反对7,099,9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83％；弃权74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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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32％。
议案2.00 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0,209,6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51％；反对7,197,95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6％；弃权63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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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578,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941％；反对7,197,9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047％；弃权63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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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2％。
议案3.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9,493,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46％；反对7,379,55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82％；弃权1,17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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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862,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554％；反对7,379,5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906％；弃权1,17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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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40％。
议案4.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9,849,07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98％；反对7,457,02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94％；弃权738,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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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217,8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1236％；反对7,457,0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272％；弃权738,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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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92％。
议案5.00 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6,810,199,0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49％；反对7,098,55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41％；弃权74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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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3,567,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891％；反对7,098,5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577％；弃权74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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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32％。
议案6.00 关于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868,0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851％；反对9,248,322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3745％；弃权29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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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1,868,0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4851％；反对9,248,32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3745％；弃权29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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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03％。
议案7.00 关于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40,088,9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2631％；反对70,577,4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3.3837％；弃权74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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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0,088,9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2631％；反对70,577,
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837％；弃权746,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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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32％。
议案8.00 关于与河钢集团财务公司2019年金融业务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9,664,4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6.0623％；反对70,577,448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3.3837％；弃权1,17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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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9,664,4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0623％；反对70,577,
44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3837％；弃权1,17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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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40％。
议案9.00 关于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7,393,4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38％；反对9,479,65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90％；弃权1,17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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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0,762,2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621％；反对9,479,6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4840％；弃权1,17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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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540％。
议案10.00 关于公司符合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65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2％；反对11,625,7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5％；弃权76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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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20,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381％；反对11,625,
7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991％；弃权767,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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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29％。
议案11.01 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370,1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41％；反对11,371,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68％；弃权1,30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738,9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050％；反对11,371,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787％；弃权1,30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163％。
议案11.02 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65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2％；反对11,201,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3％；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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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20,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381％；反对11,201,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83％；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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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37％。
议案11.03 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65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2％；反对11,201,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3％；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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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20,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381％；反对11,201,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83％；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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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37％。
议案11.04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480,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57％；反对11,372,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68％；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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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8,849,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0572％；反对11,372,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791％；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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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37％。
议案11.05 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650,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2％；反对11,202,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3％；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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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19,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376％；反对11,202,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87％；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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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37％。
议案11.06 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650,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2％；反对11,202,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3％；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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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19,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376％；反对11,202,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87％；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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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37％。
议案11.07 上市场所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673,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6％；反对11,179,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0％；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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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42,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485％；反对11,179,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879％；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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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37％。
议案11.08 担保条款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641,8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1％；反对11,202,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3％；弃权1,20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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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10,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336％；反对11,202,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87％；弃权1,20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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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77％。
议案11.09 债券偿还的保证措施
总表决情况：意6,805,65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2％；反对11,201,21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43％；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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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20,1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381％；反对11,201,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2983％；弃权1,191,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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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37％。
议案11.10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663,8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4％；反对11,290,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56％；弃权1,09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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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32,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440％；反对11,290,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404％；弃权1,09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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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7％。
议案11.11 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5,663,8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84％；反对11,290,21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56％；弃权1,09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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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9,032,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440％；反对11,290,
21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404％；弃权1,090,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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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57％。
议案12.00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发行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2,351,3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98％；反对14,491,86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26％；弃权1,20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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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5,720,1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771％；反对14,491,
8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8548％；弃权1,20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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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681％。
议案13.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025,3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11％；反对18,127,6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59％；弃权89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394,1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039％；反对18,127,
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745％；弃权89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1,2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216％。
议案13.02 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167,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31％；反对18,096,217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54％；弃权78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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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536,7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714％；反对18,096,
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596％；弃权78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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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90％。
议案13.03 配股基数、比例和数量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8,689,4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1％；反对18,603,7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29％；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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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058,2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450％；反对18,603,
7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997％；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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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3.04 定价原则及配股价格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8,727,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67％；反对18,565,9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23％；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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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096,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8629％；反对18,565,
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818％；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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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3.05 配售对象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137,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7％；反对18,155,6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63％；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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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506,3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570％；反对18,155,
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877％；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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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3.06 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209,1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37％；反对18,084,0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52％；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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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577,9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908％；反对18,084,
0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539％；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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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3.07 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118,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4％；反对18,145,9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61％；弃权78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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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487,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478％；反对18,145,
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832％；弃权78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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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90％。
议案13.08 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167,9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31％；反对18,096,2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54％；弃权78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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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536,7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714％；反对18,096,
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596％；弃权780,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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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690％。
议案13.09 本次配股募集资金投向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8,933,7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97％；反对18,359,4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3％；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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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302,5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606％；反对18,359,
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841％；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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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3.10 本次配股决议的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8,877,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89％；反对18,416,1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1％；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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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245,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338％；反对18,416,
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10％；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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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3.11 本次发行证券的上市流通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8,877,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89％；反对18,416,1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1％；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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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245,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338％；反对18,416,
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10％；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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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4.00 2019年度配股公开发行证券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091,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0％；反对18,201,5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70％；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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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460,4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353％；反对18,201,
5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095％；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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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5.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107,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3％；反对18,185,9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67％；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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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476,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426％；反对18,185,
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021％；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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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6.00 关于2019年度配股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107,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3％；反对18,185,9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67％；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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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476,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426％；反对18,185,
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021％；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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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7.00 关于保障公司配股摊薄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9,107,2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223％；反对18,185,9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667％；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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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476,0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0426％；反对18,185,
9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021％；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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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8.00 关于在配股完成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和《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798,867,0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187％；反对18,426,117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703％；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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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2,235,86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9290％；反对18,426,
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57％；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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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19.00 关于本次配股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2,331,6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95％；反对14,961,56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94％；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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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5,700,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5678％；反对14,961,
5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769％；弃权751,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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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53％。
议案20.00 关于未来三年（2018年-2020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9,432,3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737％；反对7,710,35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31％；弃权9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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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02,801,1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265％；反对7,710,35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471％；弃权901,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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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65％。
议案21.00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803,184,2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0％；反对14,078,964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065％；弃权7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96,553,0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9711％；反对14,078,
9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595％；弃权78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695％。
第6项、第7项和第8项提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邯郸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唐山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钢铁集团矿业有限公司和承德昌达经营开发有限公司对第7项、第8项
和第9项提案回避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总数为 6,606,631,216 股。
第13项提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均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的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卢江霞、董寒冰律师对于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河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