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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515

证券简称：金字火腿 公告编号：

2020-044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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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收到股东施延军的函

告，获悉其所持有的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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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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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2020年4月27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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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质

押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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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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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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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市巴玛

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198,625,280 20.30% 151,846,444 76.45% 15.52% 0 0% 0 0%

施延军 109,382,747 11.18% 96,704,000 88.41% 9.88% 81,335,100 86.80% 701,960 5.54%

施雄飚 41,640,000 4.26% 10,703,555 25.70% 1.09% 0 0% 0 0%

薛长煌 17,796,040 1.82% 17,795,499 100% 1.82% 13,347,030 75.00% 0 0

合计 367,444,067 37.56% 277,049,498 75.40% 28.32% 94,682,130 34.18% 701,960 0.78%

三、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为补充质押。

2、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221,799,

498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60.3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67%，对应融资

余额为36,800万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累计为221,799,498股，占其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为60.3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22.67%，对应融资余额为36,800万

元。 实控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于自有或自筹资金。

3、公司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股份质押风

险可控，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方面不会产生

不利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光大证券质押回购协议。

特此公告。

金字火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601

证券简称：康泰生物 公告编号：

2020-035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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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于2020年4月

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

露，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

300791

证券简称：仙乐健康 公告编码：

2020-026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网址和邮箱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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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业务发展需要，官网和邮箱系统

将全面升级。 自2020年5月1日起，公司官网网址和投资者关系邮箱变更如下：

项目 变更前 变更后

官网网站 www.siriopharm.com www.siriopharma.com

投资者关系邮箱 sirio1@sirio.cn xljk@siriopharma.com

除上述变更外，公司其他联系方式保持不变。 本次变更会有三个月过渡期，在过渡期

期间，访问旧官网网址会自动跳转到新官网网址，旧邮箱收到的邮件也将同步到新邮箱。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公司投资者联系方式如下：

投资者咨询电话：0754-89983800

传真：0754-88810300

电子邮箱：xljk@siriopharma.com

办公地址：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泰山路83号

邮政编码：515057

特此公告。

仙乐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002359

股票简称

:*ST

北讯 公告编号：

2020-029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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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李维华先生、

王瑾先生、独立董事苏永琴女士的辞职报告。李维华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董事职务，其他职务不变。董事王瑾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

事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独立董事苏永琴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及第五届审计委员会召集人、战略委员会委员及薪酬考核委员会委员

的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李维华先生、王瑾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

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工作，李维华先生、王瑾先

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苏永琴女士的辞职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

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方能生效。 在此之前，苏永琴女士将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职责。

截至本公告日，李维华先生、王瑾先生和苏永琴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也不存在按照相

关监管规定应履行而未履行的任何承诺。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李维华先生、王瑾先生和苏永琴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

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公司董事会将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选举。

特此公告。

北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03

证券简称：金宇车城 公告编号：

2020-51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延期回复《中国证监会行政

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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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3月26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

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0369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中国证监会依法

对公司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要求公司就有关问

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 并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

回复意见。

公司收到反馈意见后，立即组织各中介机构就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积极推

进反馈意见的回复工作。 鉴于反馈意见回复涉及的工作量较大，部分事项还需进一步落

实，本公司预计无法在30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提交反馈意见的书面回复。 为切实稳

妥做好回复工作，经与相关中介机构审慎协商，公司于2020年4月28日向中国证监会提

交了延期回复的申请，申请延期不超过30个工作日。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

中国证监会的核准，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

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宇汽车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300336

证券简称：新文化 公告编号：

2020-053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

（二次修订稿）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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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

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详见公

司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预案（二次修订稿）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实质

性判断、确认或批准，预案（二次修订稿）所述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

成尚需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及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

特此公告。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876

证券简称：新希望 公告编号：

2020-61

债券代码：

127015

债券简称：希望转债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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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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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4月28日（星期二）下午14: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4月28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南路339号成都科华明宇豪雅饭店。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畅女士

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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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77人，代表股份2,962,714,98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70.2729％。 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47人，代表股份2,286,662,27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54.23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30人，代表股份

676,052,70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6.0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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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人，代表股份679,615,02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6.1198％。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中小股东45人，代表股份4,973,31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18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6人，代表

股份674,641,708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6.001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2,421,7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1％；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 弃权282,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321,8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9％；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282,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6％。

（二）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2,421,6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1％；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 弃权283,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321,7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8％；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283,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6％。

（三）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2,421,7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1％；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 弃权282,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321,8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9％；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282,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16％。

（四）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2,614,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6％； 弃权84,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514,1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2％；反对1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4％； 弃权84,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4％。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财务报告审计单位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300,1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10％；反对1,192,11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402％；弃权3,222,7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1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200,1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504％；反对1,192,1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754％；弃权3,222,7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4742％。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2,619,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8％；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3％；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519,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62,599,0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1％；反对30,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10％；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499,1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对30,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45％；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下属公司提供原料采购货款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3,670,9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47％；反对8,958,8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3024％；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0,571,0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92％；反对8,958,8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182％；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20年度融资担保额度进行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3,664,5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945％；反对8,959,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3024％； 弃权90,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0,564,6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83％；反对8,959,5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183％； 弃权90,9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3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望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0,930,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0％；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519,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新希望（天津）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0,930,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0％；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519,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59％；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8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5％。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5,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8％；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5,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21％；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对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0,908,5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7％；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10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9,497,52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7％；反对10,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15％； 弃权107,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4,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8％。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6,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8％；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6,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23％；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15.01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5,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8％；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5,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21％；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

15.02债券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2,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15.03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2,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15.04递延支付利息选择权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2,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15.05强制付息事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1,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2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1,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5％；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2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15.06利息递延下的限制事项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1,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2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1,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5％；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2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15.07赎回选择权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2,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15.08偿付顺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2,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15.09债券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2,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15.10发行方式与发行对象、配售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2,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15.11还本付息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2,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15.12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2,6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2,6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1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15.13担保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18,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48％；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74,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18,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3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74,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

15.14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18,8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49％；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7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18,8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37％；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73,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8％。

15.15偿债保障措施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18,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48％；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74,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18,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3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74,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

15.16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18,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48％；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74,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18,1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236％；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74,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9％。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

行可续期公司债券具体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8,175,9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68％；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1527％； 弃权1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075,9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21％；反对4,522,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6655％； 弃权1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4％。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9,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94％；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8,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04％；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8.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9,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94％；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8,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04％；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87％；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4,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98％；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0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87％；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4,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98％；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44,7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57％；反对29,361,7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1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33,7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68％；反对29,361,7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20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05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87％；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4,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98％；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06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87％；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4,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98％；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0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87％；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4,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98％；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08募集资金存放账户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87％；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4,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98％；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09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5,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87％；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4,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98％；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9,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9％。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10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4,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86％；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2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3,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796％；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20,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18.1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77,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905％；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66,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15％；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7,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1％。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9,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94％；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8,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04％；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2,716,1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75％；反对29,983,6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0120％；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9,616,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859％；反对29,983,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4119％；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027,1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5950％；反对29,983,6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4027％；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9,616,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5859％；反对29,983,6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4119％；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669,44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94％；反对29,341,4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3084％； 弃权15,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8,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04％；反对29,341,4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5,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及填补措施和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33,358,4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091％；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9904％；弃权1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0,258,4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6804％；反对29,341,3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3174％；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认购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164,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88％；反对27,846,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0889％；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753,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03％；反对27,846,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974％；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53,164,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88％；反对27,846,71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4.0889％；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1,753,11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003％；反对27,846,7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0974％； 弃权15,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2％。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本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了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二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股份回购授权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8,117,7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322％；反对33,021,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1.1146％；弃权1,575,7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2,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5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5,017,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9093％；反对33,021,46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4.8588％；弃权1,575,7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72,68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231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邓心怡、李晓悦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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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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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0-042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0年4月28日收到独立董事王卫国先生的书面

辞职申请。

王卫国先生因个人原因，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届董事会薪酬、考核与提

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辞职后，王卫国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王卫国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王卫国先生的辞职不会

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或独立董事中没有会计专业人士的情形。

王卫国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积极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责，为公司经营发展

做出了贡献。 在此，公司董事会谨向王卫国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股票简称：山西证券 股票代码：

002500

编号：临

2020-043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临2020-038）。经事后核对，发现公告中“网络投票时间” 有误，

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更正前：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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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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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更正后：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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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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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原公告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更正后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件：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集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现将会议相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周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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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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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同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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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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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的投票，应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7.深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由于公司股票是深股通股票， 通过依法交易深股通股票成为公司股东的境外投资者对本次股东大会议

案进行网络投票的，由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作为股票名义持有人参与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相关人员应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参与深

股通上市公司网络投票实施指引》的规定执行。

8.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1日

9.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20年5月11日下午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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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体普通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

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10.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杏花岭区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A座29层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表决事项

1.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4.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逐项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8.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9.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10.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11.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2.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3.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4.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其中：

（1）上述第11-14项（提案编码为11.00、12.00、13.00、14.00）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上述第5项（提案编码为5.00）为逐项表决事项,并涉及关联交易，股东大会进行逐项投票表决时，相

关关联股东回避表决，也不可以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3）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非表决事项

本次会议将听取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事项

合法、完备。

三、本次会议提案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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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须逐项表决，相关关

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5

5.01 与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 √

5.02

与公司5%以上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

联交易

√

5.03 与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 √

5.04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与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条规定情形的关联自然人及关

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其它关联

方的关联交易

√

5.05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与过去或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条或

10.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自然人的关联交易

√

6.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00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8.00 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

9.00 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

10.00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

1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5.0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

备注： 议案5中含有5个子议案， 对5.00进行投票视为对议案5全部子议案进行相同意见的表决。 股东对

“总议案”进行投票，则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四、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的，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2.登记时间：2020年5月18日（星期一）9:00-17:00

3.登记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府西街69号山西国际贸易中心A座29层山西证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030002

传真：0351-8686667

4.登记手续

自然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持股凭证和证券账户卡或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

股东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受托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委托人身份证及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持股凭

证和证券账户卡或证券账户开户办理登记手续。

法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

持股凭证；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及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加盖公章的

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加盖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5.会期预计半天、费用自理。

6.联系人：谭晓文

电话：0351-8686647

传真：0351-8686667

7.发传真进行登记的股东，请在传真上注明联系电话，并在参会时携带授权书等原件，转交会务人员。

8.境外股东提交的登记材料为外文文本的，需同时提供中文译本。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会议上，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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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附件。

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附件：

1.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9日

附件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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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2500” ，投票简称为“山证投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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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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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0年5月19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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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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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九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东单位：

委托人身份证号/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兹委托上述代理人代为出席于2020年5月19日召开的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 委托权限为：出席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依照下列指示对大会审议议案行使表决权，

并签署会议记录等与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有关的所有法律文件。

此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自签发之日起至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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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00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4.00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5.00

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须

逐项表决，相关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议案数：5

5.01 与山西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 √

5.02

与公司5%以上股东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国际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一致行动人的关联交易

√

5.03 与德意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关联交易 √

5.04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与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5条规定情形的

关联自然人及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或者担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除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其它关联方的关联交易

√

5.05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与过去或未来十二个月内，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10.1.3条或10.1.5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法人或自然人的关联交易

√

6.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7.00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

8.00 公司董事2019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

9.00 公司监事2019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薪酬发放方案 √

10.00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履职情况、绩效考核情况及薪酬情况专项说明 √

11.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15.00 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

附注：

1、委托人对代理人行使表决权的指示，请在上列表格中“同意” 、“反对” 、“弃权” 所对应的空格内选择

一项打“√” ，只能选择一项，多选无效。

2、若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或作出的指示无效的，视为全权委托，代理人可酌情行使表决权。

3、委托人为法人单位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本公司/本人确认，符合《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关于行使表决权等

权利的相关规定。

委托人签名/委托单位盖章：

委托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