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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

5月28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19年5月23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

出。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由董事长杨志强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列席会议，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作出决议如下：

一、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的议案》。

《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二、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及修改

〈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公司已于2019年5月23日，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0.6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分红转增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由393,696,000股增至511,804,800股。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已授权董事会在利

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后，根据最终实施结果，办理增加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相

应条款等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公司章程》修改前后对照表详见附件，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三、会议以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附件：

《公司章程》修改前后对照表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393,696,00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11,804,800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393,696,000股，均为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11,804,800股，均为普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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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情况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28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2019年3月18日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

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含）且不

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0元/股（含）。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3月1日、2019年3月19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回购股份。

二、根据权益分派实施情况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情况

根据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如公司在回购股份期内实施了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股票拆细、缩股、配股及其他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监会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0.6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上述利润分配方案股权登记

日为2019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23日，权益分配实施完毕后，公司共计派发

现金23,621,760元，共计转增118,108,800股，转增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为511,804,800

股。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应根据权益分派情况调整回购股份的价格上

限，由不超过10元/股调整为不超过7.65元/股。 计算公式为：调整后价格上限=（调整前价

格上限-每股现金红利）/（1+每股转增股本数）=（10-0.06）/（1+0.3）=7.65元。

三、董事会关于回购股份价格上限的最终调整意见

根据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公司董事会有权在有关法律法规范围

内办理与本次回购股份有关的全部事宜。 基于近期资本市场及公司股价等情况的变化，为

切实推进和实施股份回购，并基于对公司未来业务、市值等方面的发展信心，公司决定回购

价格上限保持10元/股不变。

在本次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4000万元 （含） 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10元/股的条件下，若全额回购且按回购总金额上限和回购股

份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数量约600万股，回购股份比例约占公司总股本的1.17%。 具

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公司回购方案及《回购报告书》其他各事项均未发生变化。 本次对公司回购股份价格

上限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本次回购股份计划产生实质性影响，回购

后公司的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 并将在回购期间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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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提名补选监事候选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7日收到股东杨志强先生、

严中华先生、王良先生、冯东先生和耿生民先生共同出具的《关于提名补选监事候选人的

函》，鉴于原监事会主席王浩先生因病去世，公司监事会成员减少至2人，低于《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公司需及时完成监事的补选工作，前述五名股东共同提名孙绪

江先生为公司补选监事候选人（孙绪江先生简历见附件），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任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东杨志强先生、严中华先生、王良先生、冯东先生和耿生民先生

合计持股比例为17.85%，符合《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提名监事候选人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最近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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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事项将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表决。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附件：孙绪江先生简历：

孙绪江先生，男，出生于1978年7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士。 2001年大学毕业后一直

在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任职，历任电网自动化事业部调度主站室主任、电网自动化事业

部副经理、电网自动化事业部经理。孙绪江先生曾获得第十届济南市青年科技奖、山东省劳

动模范、济南市创新争先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孙绪江先生除参与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外，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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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成电子”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决议，定于2019年6月18日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具体

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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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9

年6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下午15:00至2019年6月18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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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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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2日

7、出席会议对象：

（1）截止2019年6月12日下午15:00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 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或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后2；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见证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

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公司股东杨志强先生、严中华先生、王良先生、冯东先生和耿生民先生共同提名孙绪江

先生为公司补选监事候选人，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5月29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19年6月17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0—17:00）

2、登记办法：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

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进行登记。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

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和

代理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上述材料除注明复印件外均要求为原件，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须于会议开始前补交完

整。

3、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斌、刘慧娟

联系电话：0531-88061716� � � �传真：0531-88061716

联系地址：山东省济南市花园路东段188号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250100

5、注意事项：

（1） 股东大会工作人员将于会议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及所

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终止会议登记，请出席会议的股东提前到场。

（2）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

特此公告。

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339” ，投票简称为“积成投票” 。

2、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3、本次股东大会仅一项议案，不设总议案。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6月18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17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

6月18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

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

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单位现持有积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积成电子” ）股份 股，

占积成电子股本总额（511,804,800股）的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

理本人出席积成电子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提交该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行使

表决权，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

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 其行使表决权的意思表示均代表本人/本单

位，其后果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

委托人名称（签字盖章）：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4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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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8日14:00。

（2）股权登记日：2019年4月26日。

（3）会议召开地点：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东风街108号鞍钢东山宾馆。

（4）会议召开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义栋先生。

（7）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3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4,701,922,00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64.99%；其中内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42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4,259,262,

4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58.87%；外资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的股份总数

为442,659,5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6.1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3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34,439,40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数的0.48%。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股东大会，金杜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信

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指派审计师出席了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提案表决方式：采用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表决情况和表决结果：

（1）总表决情况及表决结果

A．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结果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

的百分比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通过的普通决议如下：

议案1、审议《2018年

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699,877,403 99.96% 216,100 0.00% 1,828,500 0.04% 通过

议案2、审议《2018年

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699,877,403 99.96% 216,100 0.00% 1,828,500 0.04% 通过

议案3、审议《2018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

4,699,877,403 99.96% 216,100 0.00% 1,828,500 0.04% 通过

议案4、审议《2018年

度审计报告》

4,699,877,403 99.96% 216,100 0.00% 1,828,500 0.04% 通过

议案5、审议《2018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

4,701,081,203 99.98% 407,700 0.01% 433,100 0.01% 通过

议案6、 审议 《关于

2018年度董事及监事

酬金的议案》

4,699,660,003 99.95% 257,500 0.01% 2,004,500 0.04% 通过

议案7、审议《关于聘

任信永中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担任公司2019年度审

计师并授权公司董事

会决定其酬金的议

案》

4,700,750,003 99.97% 257,500 0.01% 914,500 0.02% 通过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票数通过的特别决议如下：

议案8、审议《关于授

予董事会增发公司H

股股份及其他可转让

权利的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4,347,667,730 92.47% 353,339,773 7.51% 914,500 0.02% 通过

议案9、审议《关于公

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资产支持证券的

议案》

4,701,071,003 99.98% 228,100 0.01% 622,900 0.01% 通过

议案13、审议《关于公

司实施2018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中公积金转

增股本方案而增加公

司股份的议案》

4,701,079,203 99.98% 219,900 0.01% 622,900 0.01% 通过

议案14、审议《关于变

更注册资本及修改公

司章程的议案》

4,700,789,403 99.98% 218,100 0.00% 914,500 0.02% 通过

B．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选举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百分比

表决结果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票数通过的普通决议如下：

议案10、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义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

4,570,454,795 97.20% 通过

选举李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

事

4,692,329,748 99.80% 通过

选举马连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

4,677,032,660 99.47% 通过

选举谢俊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

董事

4,575,572,149 97.31% 通过

议案11、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大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4,663,217,635 99.18% 通过

选举马卫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4,694,576,709 99.84% 通过

选举冯长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4,697,684,309 99.91% 通过

选举汪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

非执行董事

4,698,860,722 99.93% 通过

议案12、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路永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4,636,674,799 98.61% 通过

选举刘晓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4,636,642,812 98.61% 通过

（2）内资股表决情况

A．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议案1、审议《2018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4,258,557,895 90.57% 216,100 0.00% 488,500 0.01%

议案2、审议《2018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4,258,557,895 90.57% 216,100 0.00% 488,500 0.01%

议案3、审议《2018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4,258,557,895 90.57% 216,100 0.00% 488,500 0.01%

议案4、审议《2018年度审计

报告》

4,258,557,895 90.57% 216,100 0.00% 488,500 0.01%

议案5、审议《2018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4,258,847,695 90.58% 407,700 0.01% 7,100 0.00%

议案6、审议《关于2018年度

董事及监事酬金的议案》

4,258,516,495 90.57% 257,500 0.01% 488,500 0.01%

议案7、审议《关于聘任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担任公司2019年度

审计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决

定其酬金的议案》

4,258,516,495 90.57% 257,500 0.01% 488,500 0.01%

议案8、审议《关于授予董事

会增发公司H股股份及其他

可转让权利的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4,223,611,725 89.83% 35,162,270 0.75% 488,500 0.01%

议案9、审议《关于公司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行资产支持

证券的议案》

4,258,837,495 90.58% 228,100 0.01% 196,900 0.00%

议案13、审议《关于公司实施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而增加公

司股份的议案》

4,258,845,695 90.58% 219,900 0.01% 196,900 0.00%

议案14、审议《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4,258,555,895 90.57% 218,100 0.00% 488,500 0.01%

B．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选举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议案10、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义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4,254,590,736 90.48%

选举李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4,256,963,215 90.54%

选举马连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4,256,961,914 90.54%

选举谢俊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4,255,151,934 90.50%

议案11、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大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253,044,515 90.45%

选举马卫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256,961,915 90.53%

选举冯长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256,993,915 90.54%

选举汪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256,963,215 90.53%

议案12、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路永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255,271,938 90.50%

选举刘晓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255,239,951 90.50%

（3）外资股表决情况

A．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百

分比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议案1、审议《2018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

441,319,508 9.39% 0 0.00% 1,340,000 0.03%

议案2、审议《2018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

441,319,508 9.39% 0 0.00% 1,340,000 0.03%

议案3、审议《2018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

441,319,508 9.39% 0 0.00% 1,340,000 0.03%

议案4、审议《2018年度审计

报告》

441,319,508 9.39% 0 0.00% 1,340,000 0.03%

议案5、审议《2018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

442,233,508 9.40% 0 0.00% 426,000 0.01%

议案6、审议《关于2018年度

董事及监事酬金的议案》

441,143,508 9.38% 0 0.00% 1,516,000 0.03%

议案7、审议《关于聘任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 担任公司2019年度

审计师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决

定其酬金的议案》

442,233,508 9.40% 0 0.00% 426,000 0.01%

议案8、审议《关于授予董事

会增发公司H股股份及其他

可转让权利的一般性授权的

议案》

124,056,005 2.64% 318,177,503 6.76% 426,000 0.01%

议案9、审议《关于公司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行资产支持

证券的议案》

442,233,508 9.40% 0 0.00% 426,000 0.01%

议案13、审议《关于公司实施

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而增加公

司股份的议案》

442,233,508 9.40% 0 0.00% 426,000 0.01%

议案14、审议《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

案》

442,233,508 9.41% 0 0.00% 426,000 0.01%

B．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名称 选举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百分比

议案10、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选举王义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315,864,059 6.72%

选举李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435,366,533 9.26%

选举马连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420,070,746 8.93%

选举谢俊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320,420,215 6.81%

议案11、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选举吴大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10,173,120 8.73%

选举马卫国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37,614,794 9.31%

选举冯长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40,690,394 9.37%

选举汪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441,897,507 9.40%

议案12、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路永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81,402,861 8.11%

选举刘晓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381,402,861 8.11%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见 2019年3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或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鞍钢股份有限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鞍钢

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 及其摘要、《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及

2019年4月2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或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的《鞍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2019年5月9日， 公司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七次会议选举袁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经过本次股东大会及公司职工代表民主选举，路永利先生、刘晓晖女士、袁鹏先生成为

公司监事会成员，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唐丽子律师和孙勇律师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鞍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2、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5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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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28

日在鞍钢东山宾馆召开。本公司现有董事8人，出席会议董事8人。出席会议人数达到本公司

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

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成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王义栋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议案二：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深交所和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则要求，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王义栋

成员：李镇、马卫国、吴大军、冯长利、汪建华

（2）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吴大军

成员：王义栋、马连勇、马卫国、冯长利、汪建华

（3）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马卫国

成员：吴大军、冯长利、汪建华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冯长利

成员：王义栋、谢俊勇、吴大军、马卫国、汪建华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98

证券简称：鞍钢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6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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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5月28日在鞍钢东山宾馆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公司现有监事3人，出席会议监事3人，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法定人数，会议的召开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议案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路永利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426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2019-050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银行业联合授信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优化银企合作

关系，2019年5月24日，苏州高新区管理委员会、苏州市银保监分局、苏州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组织召开了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胜利精密” 或“公

司” ）联合授信工作会议（第一次）暨签约会。 近日，公司收到联合授信成员银行签章的

《苏州胜利精密集团银行业联合授信成员银行框架协议》。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授信企业：胜利精密及其部分下属公司。

成员银行：牵头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副牵头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及其他成员银行。

（二）协议目的

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有效防控重大信用风险。

（三）联合授信相关具体内容

1、联合授信额度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即“授信余额核实日” ），经成员银行、授信企业共同核实确认

的风险敞口授信本金总余额人民币547,795.2733万元 （实际余额以各成员银行最终确认

为准）。 上述风险敞口授信本金总余额是指在余额核实日各成员银行向授信企业提供的贷

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开立保函等各种授信业务剔除保证金后的风险敞口授信

本金的总和。 成员银行包括牵头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副牵头行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以及其他成员银行。

2、各成员银行承诺

（1）以2018年12月31日风险敞口授信余额为基数，除项目贷款按原计划还款外，锁定

流贷、银票、国内信用证、融资性保函等短期性质授信总额，各成员银行据此正常续贷。续贷

担保方式与原担保方式保持一致。 在此基础上，各成员银行银票、国内信用证、融资性保函

逐步转化为流贷。

（2）为降低授信企业负担，各成员银行在贷款利率原则上应执行基准利率，最高不超

过基准利率上浮5%。

（3）各成员银行严格执行本协议，全力争取上级行支持。

（4）各成员银行在不压贷、不抽贷的前提下，对授信企业存量到期贷款尽快办理全额

周转。

（5）各成员银行已于2019年度压降融资的，应争取尽快恢复到2018年12月31日的风

险敞口授信额度，帮助授信企业渡过暂时难关。

（6）各成员银行中有融资为外地系统内行发放的，应由在高新区机构或在苏分支机构

牵头负责进行沟通协调，确保不压贷、不抽贷。

（7） 各成员行要步调一致， 不得以周转贷款为条件单独要求授信企业新增抵质押担

保。

（8）按照“共进共退”的原则，授信企业若处置资产后有多余资金归还银行贷款的，按

照各签约成员银行融资敞口余额，按债权比例归还。

（四）其他主要条款

1、对本协议所称“成员银行” 、“企业” 、“联合授信” 、“联合授信额度” 等定义的解

释。

2、对加入机制、牵头银行、联席会议制度、牵头银行更换、层级与权限、信息共享机制、

商业秘密保护、牵头银行权利与义务、成员银行权利与义务、退出机制、联合风险防控、联合

风险预警处置等事项的约定。

3、各成员银行对违约责任、不可抗力和争议解决等事项的约定。

4、协议生效与其他条款：本协议在各成员银行盖章后生效。 有效期一年，如无异议，合

同到期后有效期可自动顺延一年。 本协议一式42份，具备同等法律效力，牵头行执六份，其

他成员银行各执一份，苏州市银保监分局及苏州市高新区金融局各备案一份。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风险提示

1、本次协议的签署，是协议各方共同努力的成果，充分体现了政府和金融机构对公司

纾困工作和未来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大力支持。 通过本次联合授信的实施，公司的短期资金

流动性压力将进一步得到缓解。

2、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框架协议，公司和各成员银行将积极推进授信款项的加速落定。

由于履行中尚存在不确定性， 且对公司2019年度及未来年度净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具体估

算，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苏州胜利精密集团银行业联合授信成员银行框架协议》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977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

2019-014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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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电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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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6,108,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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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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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喇培康

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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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公司独立董事曾康霖、李燕、薛昌词因公务原因未能出

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焦宏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监

事刘小恒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月女士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周宝林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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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621,610 99.8911 455,600 0.0333 1,031,600 0.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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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4,621,610 99.8911 455,600 0.0333 1,031,600 0.0756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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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4,598,810 99.8894 478,400 0.0350 1,031,600 0.0756

4、议案名称：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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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9,423,756 99.5106 5,655,054 0.4139 1,030,000 0.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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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64,624,710 99.8913 454,100 0.0332 1,030,000 0.0755

6、议案名称：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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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612,310 99.8904 464,500 0.0340 1,032,000 0.0756

7、议案名称：2018年度公司董事、监事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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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615,110 99.8906 462,100 0.0338 1,031,600 0.0756

8、议案名称：2019年度关联交易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6,938,910 98.6281 455,400 0.4200 1,032,000 0.9519

9、议案名称：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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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4,621,210 99.8911 457,200 0.0334 1,030,400 0.0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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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942,210 98.6312 454,100 0.4188 1,030,000 0.9500

6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106,929,810 98.6197 464,500 0.4284 1,032,000 0.9519

7

2018年 度 公 司 董

事、监事薪酬

106,932,610 98.6223 462,100 0.4261 1,031,600 0.9516

8

2019年度关联交易

预案

106,938,910 98.6281 455,400 0.4200 1,032,000 0.9519

9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

106,938,710 98.6280 457,200 0.4216 1,030,400 0.950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持股1,257,682,500股，为

本议案的关联股东，故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劲容、祝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2016年修订）》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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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9日

证券代码：

002644

证券简称：佛慈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19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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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4

月11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以截止2018

年12月31日总股本510,657,000股为基数， 以2018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13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6,638,541.00元。本次利润分配不送红

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自上述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实施时间距离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权益分派方案

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510,657,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0.13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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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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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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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6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13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4日，除权除息日：2019年6月5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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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6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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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89 甘肃佛慈医药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9年5月28日至登记日：2019年6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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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咨询机构

咨询机构：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兰州新区华山路2289号

咨询联系人：安文婷

咨询电话：0931-8362318

咨询传真：0931-8368945

六、备查文件

1.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 间安排的

文件。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