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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166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公告编号：

2019-098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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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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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74,998,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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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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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董事长张夕勇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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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人，出席7人，巩月琼、张泉、尚元贤、陈忠义、萧枭、马萍、高德步、晏成、陈宝、徐利民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5人，纪爱师、吴海山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龚敏、监事会秘书陈维娟、独立董事候选人王文伟、监事候选人李岩岩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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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5,229,912 99.6206 9,608,544 0.3731 160,100 0.006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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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1,710,356 99.8723 3,128,100 0.1214 160,100 0.006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张夕勇同志为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2,492,316,265 96.7890 是

3.02

选举张建勇同志为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2,492,210,264 96.7849 是

3.03

选举孙彦臣同志为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2,492,210,265 96.7849 是

3.04

选举巩月琼同志为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2,492,210,265 96.7849 是

3.05

选举张 泉同志为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2,972,210,265 115.4257 是

3.06

选举王文健同志为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2,492,210,265 96.7849 是

经审议表决，决议如下：选举张夕勇同志、张建勇同志、孙彦臣同志、巩月琼同志、张泉同志、王文健同志为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同时，依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四届十一次职工代表会议选举陈青山同志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

尚元贤同志、徐利民同志、陈宝同志、萧枭同志、陈忠义同志、邱银富同志不再担任福田汽车董事。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我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临2019-090、

092号公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选举王珠林同志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572,210,263 99.8917 是

4.02

选举谢玮同志为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2,572,246,262 99.8931 是

4.03

选举师建华同志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572,210,263 99.8917 是

4.04

选举王文伟同志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572,210,263 99.8917 是

经审议表决，决议如下：选举王珠林同志、谢玮同志、师建华同志、王文伟同志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马萍同志、晏成同志、董一鸣同志、高德步同志不再担任福田汽车独立董事。

上述独立董事简历详见我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临

2019-090号公告。

5、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选举尹维劼同志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2,572,475,266 99.9020 是

5.02

选举李岩岩同志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2,572,511,266 99.9034 是

5.03

选举陈忠义同志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2,572,975,265 99.9214 是

5.04 选举张新同志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2,572,220,265 99.8921 是

5.05

选举纪建奕同志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

事

2,572,210,265 99.8917 是

5.06 选举尉佳同志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2,572,210,265 99.8917 是

经审议表决，决议如下：选举尹维劼同志、李岩岩同志、陈忠义同志、张新同志、纪建奕同志、尉佳同志为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

同时，依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四届十一次职工代表会议选举邢洪金同志、吴海山同志、杨巩社同志

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纪爱师同志不再担任福田汽车监事。

上述监事简历详见我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的临

2019-093、094号公告。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董事、 监事津贴标准的议

案

759,202,270 98.7296

9,608,

544

1.2495 160,100 0.0209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65,682,714 99.5723

3,128,

100

0.4067 160,100 0.0210

3.01

选举张夕勇同志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686,288,623 89.2476

3.02

选举张建勇同志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686,182,622 89.2338

3.03

选举孙彦臣同志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686,182,623 89.2338

3.04

选举巩月琼同志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686,182,623 89.2338

3.05

选举张泉同志为第八届董事会

董事

1,166,182,

623

151.6549

3.06

选举王文健同志为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

686,182,623 89.2338

4.01

选举王珠林同志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766,182,621 99.6373

4.02

选举谢玮同志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766,218,620 99.6420

4.03

选举师建华同志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766,182,621 99.6373

4.04

选举王文伟同志为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766,182,621 99.6373

5.01

选举尹维劼同志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

766,447,624 99.6718

5.02

选举李岩岩同志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

766,483,624 99.6765

5.03

选举陈忠义同志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

766,947,623 99.7368

5.04

选举张新同志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766,192,623 99.6387

5.05

选举纪建奕同志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

766,182,623 99.6373

5.06

选举尉佳同志为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

766,182,623 99.6373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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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斌、高航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9-146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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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称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9年11月12日刊登了《关于

召开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至2019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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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下午3:00至2019年11月15日下午3: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圆路1号广州圆大厦32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奕丰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1、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91,257,2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46.406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90,471,0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

46.375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8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03%。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股5%以下的投资者）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8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的0.0306%。

其中：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8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的0.0306%。

（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股份总数-已回购股份数量）

3、公司7名董事、2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保荐机构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代表蔡露茜

女士列席会议，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李乐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

应当单独计票。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次会议无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191,152,0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2％；反对105,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88％；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681,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192％； 反对105,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3808％；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吴涵律师、李乐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864

证券简称：盘龙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83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减持计划

减持时间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及其一致行动人嘉

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7月26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股份减持计划届满暨未来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9）。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苏州永乐九

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永乐九鼎” ）、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枢钟山

九鼎” ）及其一致行动人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晋文九鼎” ）、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齐桓九鼎” ）、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春秋楚庄九鼎”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8,633,3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1.50%），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等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

超过5,200,2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6%）。

根据上述减持计划，截至2019年11月14日，减持时间已过半。 近日公司收到苏州永乐九鼎、天枢钟山九鼎、春秋晋文

九鼎、春秋齐桓九鼎、春秋楚庄九鼎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展情况的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苏州永乐九鼎

集中竞价 2019/8/16-2019/11/14 26.69 288,900 0.33

大宗交易 2019/8/16-2019/11/14 26.05 577,800 0.67

天枢钟山九鼎

集中竞价 2019/8/16-2019/11/14 26.75 231,100 0.27

大宗交易 2019/8/16-2019/11/14 25.15 462,200 0.53

春秋晋文九鼎

集中竞价 2019/8/16-2019/11/14 26.72 132,900 0.15

大宗交易 2019/8/16-2019/11/14 24.99 265,800 0.31

春秋齐桓九鼎

集中竞价 2019/8/16-2019/11/14 26.84 121,300 0.14

大宗交易 2019/8/16-2019/11/14 24.98 242,600 0.28

春秋楚庄九鼎

集中竞价 2019/8/16-2019/11/14 26.80 92,500 0.11

大宗交易 2019/8/16-2019/11/14 25.15 185,000 0.21

合 计 — — 2,600,100 3.00

注：本次减持的股份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苏州永乐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6,211,100 7.17 5,344,400 6.17

天枢钟山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4,968,900 5.73 4,275,600 4.93

春秋晋文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2,857,100 3.30 2,458,400 2.84

春秋齐桓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2,608,700 3.01 2,244,800 2.59

春秋楚庄九鼎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87,500 2.29 1,710,000 1.97

合 计 — 18,633,300 21.50 16,033,200 18.50

注：本公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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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差异减持情况。

3.本次减持的股东非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 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

续性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股份减持计划后续实施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苏州永乐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苏州天枢钟山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晋文九鼎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嘉兴春秋齐桓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春秋楚庄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分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进

展情况的告知函》。

陕西盘龙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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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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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公告所称中小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2）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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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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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年11月14日15:00至2019年11月15日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久盛路8号公司会议室。

5.本次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章燎源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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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代表股份174,18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4381％。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74,183,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3.4372％。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162,9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06％。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59,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3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

表股份3,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9％。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增加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186,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8％；反对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58％；反对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18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关于签订合作协议暨对外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4,18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1,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6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92％；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92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都伟律师、韩晶晶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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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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行政楼十楼会议室（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东路14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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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38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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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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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叶利明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本

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吴秋婷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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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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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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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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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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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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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06议案名称：锁定期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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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07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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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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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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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2.10议案名称：募集资金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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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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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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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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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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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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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385,087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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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1,307,239 100 0 0 0 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307,239 100 0 0 0 0

2.02 发行方式 1,307,239 100 0 0 0 0

2.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1,307,239 100 0 0 0 0

2.04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与定价原则 1,307,239 100 0 0 0 0

2.05 发行数量 1,307,239 100 0 0 0 0

2.06 锁定期安排 1,307,239 100 0 0 0 0

2.07 本次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1,307,239 100 0 0 0 0

2.08 上市地点 1,307,239 100 0 0 0 0

2.09 本次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1,307,239 100 0 0 0 0

2.10 募集资金用途 1,307,239 100 0 0 0 0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1,307,239 100 0 0 0 0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1,307,239 100 0 0 0 0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1,307,239 100 0 0 0 0

6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公司采取填补

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1,307,239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1�至议案 6为特别决议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已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同意通过。 议案7属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了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有表决权的股份同意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昊、付霜彤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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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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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选举彭跃祥先生、薛艳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

工代表监事，其中彭跃祥先生由公司第五届工会会员代表暨职工代表第一次大会决议选举产生，薛艳梅女士

由全资子公司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上述两名职工代表监事报公司工会委员

会同意后生效， 与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三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任期自2019年11月15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

彭跃祥先生、薛艳梅女士（简历附后）当选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关于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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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彭跃祥，男，1967�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中专学历。 1999�年进入公司，先后在公司生产车

间担任备料班班长、结构一车间生产调度等职务。 2017年5月起任公司职工监事、结构一车间生产调度。

截止本公告日，彭跃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2、薛艳梅，女， 1986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中级经济师。 曾任鄂东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系

商务英语教师、浙江瓦萨帆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11年3月进入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海

外项目助理、工会副主席等职务。 现任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海外项目助理、工会副主席。

截止本公告日，薛艳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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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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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4日—2019年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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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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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4日15:00—2019年11

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新民路266号公司研发中心七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建平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633,584,035� �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7244%。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0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86,309,673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1.3873%。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2�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47,274,3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3371%。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5� �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31,297,44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9.2682%。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与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33,454,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1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33,454,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1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表决结果：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33,454,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1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33,454,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1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表决结果：通过。

5、《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33,454,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 130,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5%。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聘请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33,454,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5%；反对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 130,000� � �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2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31,167,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01%；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30,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7.01选举肖建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86%。 其中，中小投资

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表决结果：肖建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02选举郑正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86%。 其中，中小投资

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表决结果：郑正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03选举钟海飚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86%。其中，中小投资

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表决结果：钟海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04选举彭桂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86%。 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表决结果：彭桂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05选举王永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86%。 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表决结果：王永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06选举刘建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86%。 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表决结果：刘建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上述当选非独立董事的薪酬（津贴）延续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薪酬考核方案执行。

8、《关于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8.01选举陆大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5386%。 其中，中小投

资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表决结果：陆大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2选举杨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386%。 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

表决结果：杨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03选举易宏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386%。 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

表决结果：易宏举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当选独立董事的薪酬（津贴）延续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薪酬考核方案执行。

9、《关于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9.01选举黄元政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386%。 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

表决结果：黄元政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9.02选举谭竹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386%。 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

表决结果：谭竹青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9.03选举郭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586,309,6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386%。 其中，中小

投资者同意84,02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994� %。

表决结果：郭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上述当选股东代表监事的2019年度薪酬（津贴）延续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薪酬考核

方案执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中明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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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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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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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11月15日在公司

研发中心七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于2019年11月11日发出。 本次

会议推选肖建平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陆大明先生委托独立董事杨艳

女士表决），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1、《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推选肖建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2、《关于选举第五届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组成，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1）战略委员会：肖建平、钟海飚、彭桂云、郑正国、陆大明，召集人为肖建平；

（2）提名委员会：陆大明、杨艳、肖建平，召集人为陆大明；

（3）审计委员会：杨艳（独董，会计专业）、陆大明、钟海飚，召集人为杨艳；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易宏举、杨艳、王永红，召集人为易宏举。

3、《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聘任郑正国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其2019年度薪酬按照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18-2019年度薪酬报

告》同等职务考核计算。

4、《关于聘任副总经理的议案》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聘任楚星群先生、黄文斌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范文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上述人员2019年度薪酬按照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高级管理人员2018-2019

年度薪酬报告》同等职务考核计算。

5、《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聘任范文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在本次董事会召开前，其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范文生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范文生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31-22504022� � � �传真：0731-� 22337798� � � �邮箱：sid@tqcc.cn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新民路266号

对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同时，公司董事会声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6、《关于调整组织机构的议案》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对公司组织机构进行调整，撤销审计部，新设风控审计部，风控审计部设立后其主要职能为审计监

察、法务合规、投资风险管理，原审计部的职责并入风控审计部。

7、《关于聘任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聘任沈梅桂女士为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8、《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

同意聘任段丽媛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段丽

媛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任职资格符合要求。

段丽媛女士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31-22504022� � � �传真：0731-� 22337798� � � �邮箱：sid@tqcc.cn

联系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田心北门新民路266号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附件

简 历

1、肖建平，男，中国国籍，1961年9月出生，毕业于大连铁道学院焊接专业，中南大学交通信息工程研究

生，高级工程师、国际焊接工程师（IWE）。 1983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国南车集团株洲电力机车公司技术室

主任、分厂副厂长、分公司总经理；株洲市攸县副县长；株洲市发改委副主任；株洲清水塘循环经济工业区筹建

处副主任、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中共株洲市石峰区委副书记、株洲市石峰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株洲

市科技局党组书记、局长。 2016年起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肖建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2、郑正国，男，中国国籍，1966年8月出生，毕业于武汉钢铁学院机械系冶金机械专业，高级工程师。 历任

株洲起重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处副处长、组装车间副主任，本公司生产部部长等职务。 株洲市核心专家、

株洲市2015年创新领军人才、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物流分会委员、起重机专业技术委员会理事。 自2004年起任

本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

郑正国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6780861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

联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3、范文生，男，中国国籍，1967年9月出生，毕业于山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

计师。 历任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二公司财务科见习会计、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财务处资金科主

管会计、成本科副科长、审计处副处长、财务审计部副主任、财务审计部主任等职务，自2012年4月起任本公司

财务总监。

范文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4、楚星群，男，中国国籍，1963年9月出生，中专学历。 历任株洲起重机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结构车间主任、

质检处副处长，本公司生产部计划调度主管、生产部部长、职工监事等职务。 自2013年5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

楚星群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800091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

关系；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管的情形。

5、黄文斌，男，中国国籍，1982年7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本科学历。 2004年5

月，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任《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体制改革》《乡镇企业、民营经济》

《高新技术产业化》等刊物主编；2007年8月进入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证券事务部综合管

理员、副主管、主管、副部长、部长；战略发展部部长等职务；控股子公司天桥配件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全资子公司华新机电总经理。

黄文斌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到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管的情形。

6、沈梅桂，女，196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先后担任株洲玻璃厂财务处出纳、

销售核算员、内部银行核算员、成本控制员、成本控制科科长；兴海峰实业（深圳）有限公司主管会计；株洲会

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高级项目经理，审计部副主任；漳州旗滨玻璃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杭州华新机电工程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等职务，现任审计部部长。

沈梅桂女士当前持有公司股票50,000股，承诺担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后，将严格遵守深交所关于内幕

信息知情人持有或买卖股票的相关规定。 沈梅桂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7、段丽媛，女，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在职研究生。 2008年3月进入本公司，先后在公司担任综合管理

员、党群专干、职工代表监事、证券投资专干。 现任公司证券投资发展部负责人。 2015年11月取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段丽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

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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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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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11月11日发

出，并于2019年11月15日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在公司研发大楼七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5名，实到监

事5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

监事认真审议，书面表决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黄元政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

2、《关于聘任监事会秘书的的议案》

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监事会秘书的的议案》。

同意聘任奉玮女士（简历附后）为监事会秘书，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株洲天桥起重机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9年11月15日

附：简历

1、男，中国国籍，196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造价师。 历任株洲市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副主

任、株洲市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处副处长、株洲市财政局教育培训科科长兼投资评审中心副主任、株洲市城市

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株洲市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7年4月起任株洲市清

水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元政先生在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将不再担任株洲市清水塘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2、奉玮，女，中国国籍，1974年7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就职于湘火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熊猫烟花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担任综合管理员、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2010年3月进入公司，先后担任证券事务部综

合管理员、证券事务代表、监事会秘书等职务。 2017年3月16日起任公司监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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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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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10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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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0,212,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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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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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祝珺先生主持，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会议议案，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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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董事祝媛、独立董事王跃堂、赵顺龙、李东因事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官国宝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议案名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1议案名称：公司为句容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25,000万元的借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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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94,545 98.5204 2,518,402 1.4796 0 0.0000

1.02议案名称：公司为海安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办理总额不超过23,000万元的借款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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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94,545 98.5204 2,518,402 1.4796 0 0.0000

1.03议案名称：公司为联合营销提供总额不超过 10,000�万元应收账款收益权转让及回购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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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94,545 98.5204 2,518,402 1.4796 0 0.0000

1.04议案名称：新亚百货为联合营销提供总额不超过10,000万元收益权转让回购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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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94,545 98.5204 2,518,402 1.479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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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809,645 98.5880 2,351,302 1.3813 52,000 0.0307

3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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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606,545 98.4687 2,606,402 1.5313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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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公司关于变更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1,309,645 35.2723 2,351,302 63.3271 52,000 1.4006

3

公司关于调整独立

董事津贴的议案

1,106,545 29.8023 2,606,402 70.197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议案均获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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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事务所

律师：祝静、赵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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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