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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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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于2020年5月13日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2020年5月13日下午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3

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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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8日。

7．出席对象：

（1） 截至2020年5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

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比音勒芬商业办公楼8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5、关于2020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6、关于2020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8、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有关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见2020年4月18日的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述议案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其中议案5需逐

项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将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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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5.00 关于2020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

（2）

5.01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

5.02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

6.00 关于2020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证明办理

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营业执照复印

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以收到时间为准，但不得迟于2020年5月12

日17:00前送达），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0年5月12日8:30-11:30，13:00-17:00。

3.�登记地点：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通讯地址：广州市

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比音勒芬商业办公楼，邮编：511442，传真：020-39958289。

4.�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阳；

电话号码：020-39952666； 传真号码：020-39958289；

电子邮箱：investor@biemlf.com

5.�会议期限预计半天，现场会议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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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

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七、附件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附件3.�股东登记表。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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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832” ，投票简称为“比音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年5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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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3日9:15-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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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对会议审议的各项

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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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

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

5.00 关于2020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2）

5.01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

5.02 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

6.00 关于2020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特别说明事项：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委托人为个人的，应签

名；委托人为法人的，应盖法人公章。

3.�委托人对上述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视为委托人同意受托人

可依其意思代为选择，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

委托人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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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股东登记表

截至2020年5月8日15:00交易结束时， 本单位 （或本人） 持有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002832）股票，现登记参加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

股东账号： 持有股数：

联系电话： 登记日期： 年 月 日

股东签字

(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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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比音勒芬”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

益，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和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自

有闲置资金择机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可以灵活滚动使用。 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投资概述

1、投资目的：为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益，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在保证公司资金安全及不影响

公司日常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公司拟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2、投资品种：为控制风险，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短期（期限不超过一年）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要

求的理财产品。

3、投资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4、投资额度：公司及子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自有闲置资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

以滚动使用。

5、资金来源：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自有闲置资金。

6、关联关系：公司及子公司拟购买的理财产品受托方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7、实施方式：投资产品以公司及子公司的名义进行购买，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规定额度范围内签署相

关文件，由财务部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

8、信息披露：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

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尽管公司会选择安全性高的理财产品投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

波动的影响。

（二）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

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

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并予以披露；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

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的需要，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取一定

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拟使

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实施的，

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一致同意

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日常运营且保障资金安全的前提下， 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择机

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的事项。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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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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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

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为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闲置资金增加公司收益，同意公司及

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和确保资金安全的情况下， 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择

机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 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12个月内可以灵活滚动使用。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近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东湖支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签署了

《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产品基本情况

（一）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729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729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1201207294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投资金额：人民币0.5亿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1.40%-3.75%

6、投资收益起算日：2020年4月20日

7、投资到期日：2020年7月20日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729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产品名称：利多多公司稳利20JG7293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2、产品代码：1201207293

3、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

4、投资金额：人民币2亿元

5、预期年化收益率：1.40%-3.75%

6、投资收益起算日：2020年4月20日

7、投资到期日：2020年10月19日

8、资金来源：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9、关联关系：公司与浦发银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公司会选择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

的影响。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

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

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并予以披露；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

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短期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

投资回报。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理财产品如下：

序号 理财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收益率

1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0JG5480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

2020年1月15

日

2020年7月 15

日

1.65%-3.75%

2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0JG7294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2020年4月20

日

2020年7月20

日

1.40%-3.75%

3

利 多 多 公 司 稳 利

20JG7293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0,000

2020年4月20

日

2020年10月19

日

1.40%-3.75%

五、备查文件

1、浦发银行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832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

2020-025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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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20年4月20日在广州市

番禺区南村镇兴业大道东608号公司总部8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由董事长谢秉政先生主持召开。 通知于

2020年4月17日以电话、专人通知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应出席会议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7人，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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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为进一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

人民币6亿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实施期限自董事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法

律文件，公司财务负责人具体实施。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告》。

2.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定于2020年5月13日（星期三）下午14:30在公司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797

证券简称：第一创业 公告编号：

2020-043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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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会议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提案，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时均进行单独计票。

4、第9.00项、14.00项、15.00项、16.00项、17.00项、18.00项、20.00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其中第9.00项、14.00项

需进行逐项表决。 股东大会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5、第12.00项至第21.0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13: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2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2日9:30-11:30，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4月22日9:15-15:00。

2、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115号投行大厦20楼1号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刘学民董事长

6、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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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人，代表股份955,137,58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7.27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753,632,48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1.51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201,505,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75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281,303,3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8.03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9,798,22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27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人，代表股份201,505,1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7533％。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出席情况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表决。

第9.00项、14.00项、15.00项、16.00项、17.00项、18.00项、20.00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 其中第9.00项、14.00项需

进行逐项表决。 股东大会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也未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第12.00项至第21.0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计算表决比例时，均保留小数点后4位数，并采用四舍五入方式计算）：

议案1.00�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30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6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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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7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49％；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2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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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30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6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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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7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49％；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2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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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30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6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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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7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49％；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2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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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282,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05％；反对84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88％；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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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48,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61％；反对847,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013％；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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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30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6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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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7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49％；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2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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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00�关于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232,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53％；反对897,6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940％；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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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398,3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83％；反对897,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191％；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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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关于申请公司2020年度自营投资限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30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6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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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7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49％；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2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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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关于授权公司总裁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30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6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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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7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49％；反对822,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2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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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1�预计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607,9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81％；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70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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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60,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02％；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7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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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

为464,686,400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2�预计与华熙昕宇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294,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17％；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7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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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60,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02％；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7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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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3�预计与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745,146,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0％；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121％；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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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60,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02％；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7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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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浙江航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

为209,147,866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4�预计与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876,210,7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3％；反对980,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118％；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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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02,376,4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140％；反对980,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4824％；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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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36％。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能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77,

938,600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5�预计与银华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294,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17％；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7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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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60,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02％；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7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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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6�预计与其他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294,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17％；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7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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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60,0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02％；反对835,9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7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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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00�关于审议2019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30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829,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69％；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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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7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49％；反对8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50％；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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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1.00�关于审议2019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307,4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31％；反对829,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869％；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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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473,1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49％；反对829,8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2950％；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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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2.00�关于全资子公司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下设二级私募子公司实施长期激励与约束机制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46,586,2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047％；反对8,544,0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894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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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2,751,9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601％；反对8,544,06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3.0373％；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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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3.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056,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9％；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131％；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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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222,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8％；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840％；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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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4.01�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370,5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97％；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203％；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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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22,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8％；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840％；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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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

为464,686,400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4.02�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370,5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97％；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203％；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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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22,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8％；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840％；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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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

为464,686,400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4.03�限售期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370,5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97％；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203％；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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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22,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8％；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840％；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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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股东大会对本子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

为464,686,400股。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5.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370,5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97％；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203％；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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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22,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8％；反对1,080,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840％；弃权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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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1％。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6.00�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370,5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97％；反对1,073,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188％；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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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22,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8％；反对1,073,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816％；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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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7.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583,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30％；反对860,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75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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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35,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4％；反对860,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060％；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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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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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583,1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230％；反对860,7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1755％；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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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435,2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14％；反对860,7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060％；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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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9.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回报措施（修订稿）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056,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9％；反对1,073,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124％；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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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22,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8％；反对1,073,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816％；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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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0�关于延长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89,383,6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823％；反对1,060,2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2162％；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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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35,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205％；反对1,060,2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769％；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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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股东大会对本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关联股东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回避表决股份数量为

464,686,400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1.00�关于延长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有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54,056,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9％；反对1,073,33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124％；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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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0,222,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158％；反对1,073,33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3816％；弃权7,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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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肖婕、宋扬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00

证券简称：一汽轿车 公告编号：

2020-047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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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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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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4月22日下午14：0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4月22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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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4月22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2020年4月22日上午9：15至2020年4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表决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柳长庆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22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3,942,520,08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527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3,860,836,59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83.755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1,683,492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72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1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7,370,188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686,696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0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81,683,492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720%。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702,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5%；反对2,805,2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12%； 弃权1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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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二）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689,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82%；反对2,763,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01%； 弃权67,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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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7%。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三）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633,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68%；反对2,873,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29%； 弃权1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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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3%。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484,0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0359%；反

对2,873,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9515%；弃权12,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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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26%。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四）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349,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96%；反对3,115,1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90%； 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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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199,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439%；反

对3,115,1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993%；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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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8%。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五）审议《公司资产处置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483,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0%；反对2,943,1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47%； 弃权93,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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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2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333,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815%；反

对2,943,1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227%；弃权93,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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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8%。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六）审议《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746,8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97%；反对2,717,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89%； 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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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596,9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518%；反

对2,717,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914%；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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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8%。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七）审议《关于短期融资授权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759,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0%；反对2,760,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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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609,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649%；反

对2,760,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3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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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八）审议《关于授权向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进行日常短期融资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汽股份” ）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

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本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3,845,149,901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97,370,18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94,629,32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7.1851%；反对2,685,56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股份的2.7581%； 弃权55,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8%。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629,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851%；反

对2,685,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581%；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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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8%。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九）审议《关于在一汽财务有限公司进行日常存款业务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本公司表决权股份

总数3,845,149,901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97,370,18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94,261,48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96.8073%；反对3,108,70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股份的3.19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261,4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073%；反

对3,108,70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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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十）审议《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一汽股份作为关联方回避在股东大会对本议案的表决（持有本公司表决权股份

总数3,845,149,901股），本议案的有效表决票数为97,370,188股。

1、总表决情况：

同意83,644,47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85.9036%；反对2,812,561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股份的2.8885%；弃权10,913,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079%。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83,644,4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9036%；反

对2,812,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885%；弃权10,913,1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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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79%。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十一）审议《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802,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11%；反对2,717,9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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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652,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086%；反

对2,717,9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9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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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十二）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513,5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37%；反对2,951,2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49%； 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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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363,6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122%；反

对2,951,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310%；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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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8%。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十三）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 证券简称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555,3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8%；反对2,964,7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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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405,4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9552%；反

对2,964,7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04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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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十四）审议《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795,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2,669,7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77%； 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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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645,1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013%；反

对2,669,7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19%；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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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8%。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十五）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7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5%；反对2,739,4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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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630,7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1866%；反

对2,739,4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8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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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十六）审议《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794,9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09%；反对2,669,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677%； 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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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645,0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2012%；反

对2,669,8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7420%；弃权55,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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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8%。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七）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表决情况：

同意3,939,456,2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23%；反对3,055,2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775%； 弃权8,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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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02%。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94,306,3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8534%；反

对3,055,2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1378%；弃权8,6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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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88%。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八）审议《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8.1关于选举胡汉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864,906,5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314%。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9,756,6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903%。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18.2关于选举朱启昕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864,940,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322%。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9,790,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249%。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18.3关于选举刘延昌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864,87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306%。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9,724,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2569%。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18.4关于选举杨虓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865,339,14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423%。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0,189,2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7345%。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18.5关于选举张志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865,054,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351%。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9,904,22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4418%。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十九）审议《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实行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9.1关于选举韩方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864,984,0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333%。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9,834,1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698%。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19.2关于选举毛志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865,272,6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407%。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20,122,7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6662%。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19.3关于选举董中浪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3,864,955,4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0326%。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19,805,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0.3404%。

（2）表决结果：通过该提案。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该报告对2019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情况及

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

报告全文已于2020年3月28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张凯律师、安逸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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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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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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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8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发布了《关于董事会和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

告》。 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近期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会议

选举职工代表许海根、王立君、段英慧和任瑞杰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

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上述职工代表监事的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许海根先生，1964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一汽解放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一汽解放” ）发动机事业部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历任一汽解放无锡柴油机分公司副总经理，一汽

解放无锡柴油机厂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解放事业本部发动机事业部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

席等职。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

任职资格。

王立君先生，1968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一汽解放传动事业部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历任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发传中心党委副书记（主持工作）、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发传厂厂长，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动力总成事业部总监兼长春发传厂厂长，一汽轿

车股份有限公司发传中心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的情形；不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段英慧先生，1970年出生，中共党员，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一汽解放青岛整车事业部（一汽解放青岛

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历任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一汽解放产品管

理部副部长,�解放事业本部青岛整车事业部（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会负责人

等职。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

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

职资格。

任瑞杰先生，1983年出生，中共党员，工学学士，经济师。现任一汽解放党群工作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历任

一汽解放党委工作部党委组织室代理主任、主任,� 一汽解放汽车管理部办公室主任,� 解放事业本部（一汽解

放）管理部办公室主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党建工作处党建主任等职。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

监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持有公司股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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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投资者联系方式的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满足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办公及生产经营需要，同时

进一步做好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工作，更好地服务广大投资者和股东，对投资者相关联系方式进行变更，具体变更

如下：

变更前 变更后

联系地址 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蔚山路4888号 吉林省长春市汽车开发区东风大街2259号

联系电话 0431-85781108��0431-85781107 0431-80918881���0431-80918882

联系传真 0431-85781100 0431-80918883

邮政编码 130012 130011

电子信箱 fawcar0800@faw.com.cn faw0800@fawjiefang.com.cn

以上联系方式的变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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