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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

2020-094

号

债券代码：

128067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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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并于2019年10月16日召开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累

计发生额）的2017年非公开 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一年期以内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

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同时，授权董事长行使相关

决策权并签署有关法律文件。 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对上述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保荐意见。

根据上述决议，2020年5月18日，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呈贡支行签订了《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使用部分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人民币2,0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90）天。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委托理财投资的实施情况

产品名称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公司稳利固定持有期JG6004期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90）天

产品代码 1201206004

投资金额

小写：人民币2,000万元整

大写：人民币贰仟万元整

投资期限 90天

投资及收益币种 人民币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募集期 2020年1月15日-2020年1月16日

产品成立日 2020年1月17日

投资到期日

认购/申购确认日（不含当日）后第90天（如本产品被浦发银行宣布提前终止，该提前终止

日被视为投资到期日）

投资兑付日

投资到期日当日兑付投资本金及收益。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工作日，同时投资期限也

相应延长。

产品挂钩指标 伦敦银行间美元一个月拆借利率（USD�1M�LIBOR） ，当日伦敦时间上午11:00公布

产品观察日 投资到期日前第二个伦敦工作日

产品预期收益率（年）

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始终低于或等于5%，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3.15%/年；

如果在产品观察期的产品挂钩指标曾高于5%，则产品预期收益率为1.15%/年。

认购起点金额 500万起，以1万整数倍递增

提前终止权

客户无权提前终止（赎回）本产品；浦发银行有权按照实际投资情况，提前终止本产品，在

提前终止日前2个工作日内在营业网点或以其它方式发布信息公告，无须另行通知客户

资金来源 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关联关系 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呈贡支行无关联关系

产品主要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仅是针对当前有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所设计；如国家宏观

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发生变化， 则其将有可能影响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投资、

兑付等行为的正常进行，进而导致本结构性存款产品不能获得产品收益，甚至不能获得本

金回收。

2.�市场风险：结构性存款产品存续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

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结构性存款产品收益

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也可能存在实际投资收益低于预期

收益的可能。

3.�延迟兑付风险：在约定的投资兑付日，如因投资标的无法及时变现等原因或遇不可

抗力等意外情况导致无法按期分配相关利益， 则客户面临结构性存款产品延迟兑付的风

险。

4.�流动性风险：对于有确定投资期限的产品，客户在投资期限届满兑付之前不可提前

赎回本产品。

5.�再投资风险：浦发银行可能根据产品说明书的约定在投资期内行使提前终止权，导

致结构性存款产品实际运作天数短于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如果结构性存款产品提前终

止，则客户可能无法实现期初预期的全部收益或本金的回收。

6.�募集失败风险：在募集期，鉴于市场风险或本产品募集资金数额未达到最低募集规

模等原因，该产品有可能出现募集失败的风险。

7.�信息传递风险：客户应根据客户权益须知中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结构性存款

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查询，或由于通讯故障、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

素的影响导致客户无法及时了解结构性存款产品信息，并由此影响客户投资决策，因此而

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客户自行承担。

8.�不可抗力及意外事件风险：如果客户或浦发银行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时，可根

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违约责任。 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

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火灾、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战争、军事行动、罢工、流行病、

IT系统故障、通讯系统故障、电力系统故障、中国人民银行结算系统故障、证券交易所及登

记结算公司发送的数据错误、证券交易所非正常暂停或停止交易、金融危机、所涉及的市场

发生停止交易，以及在合同生效后，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变化导致结构性存款产品

违反该规定而无法正常操作的情形。 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约时，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并及

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产品资金损失的扩大，并在不可抗力事件消失后继续履行合同。 如因

不可抗力导致浦发银行无法继续履行合同的， 则浦发银行有权提前终止结构性存款产品，

并将发生不可抗力后剩余的客户结构性存款产品的资金划付至合同中约定的客户指定账

户内。

9.上述列举的具体风险并不能穷尽结构性存款产品的所有风险，以上列举的具体风险

只是作为例证而不表明浦发银行对未来市场趋势的观点。

二、风险揭示

1.�期限风险：由于本产品的实际期限无法事先确定，且乙方有权单方行使对产品期限的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提前终止等），一旦乙方选择了行使本合同中所订明的对产品期限的权利，则甲方必须遵照履

行。

2.� 市场风险：交易期内可能存在市场利率上升、但该产品的收益率不随市场利率上升而提高的情

形；受限于投资组合及具体策略的不同，本产品收益变化趋势与市场整体发展趋势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

性。

3.�流动性风险：客户不享有提前终止权，则客户在产品到期日（乙方依照本合同的约定提前终止合

同的，提前终止日被视为产品到期日）前无法取用存款本金及产品收益。

4.�信息传递风险：客户应根据本合同载明的信息披露方式查询本产品的相关信息。如果客户未及时

查询， 或由于通讯故障、 系统故障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客户无法及时了解本产品的信

息，并由此影响客户投资决策，因此而产生的责任和风险将由客户自行承担。

5.�不可抗力风险：如果甲乙双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时，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全部

免除违约责任。 不可抗力的定义详见本合同第九条的约定。

三、公司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把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理财产品投资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密切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

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证理财资金的安全性。

1.履行完毕审批程序后，公司将在上述投资额度内与相关方签署合同文件，并由公司财务负责人组

织实施。

2.公司财务部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理财产品的投资等事项进行内部审计与监督；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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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公司保荐机构对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6.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可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进

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2.公司坚持规范运作、防范危险、谨慎投资的原则，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

确保公司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

五、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本次决议使用部分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实际 情况如下：

2019年10月16日召开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万元（累计

发生额）的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一年期以内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

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本次决议理财额度中，截止本公

告日，12个月内购买理财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方 产品内型 公告编号

预期年化收

益率（%）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赎

回

金额

（万元）

1 浦发昆明分行 保证收益 2020-007 1.40-3.50 2020.1.10 2020.4.10 是 3,000

2 浦发昆明分行 保证收益 2020-023 1.15-3.55 2020.2.17 2020.5.17 是 5,000

3 浦发昆明分行 保证收益 2020-023 1.15-3.55 2020.2.17 2020.5.17 是 2,000

4 浦发昆明分行 保证收益 2020-058 1.15-3.50 2020.4.13 2020.7.11 否 2,500

合计 12,500

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 决议本次使用部分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

品额度50,000万元，截止本公告日，已使用额度14,500万元（包含本次购买金额2,000万元），剩余额度

35,500万元。

六、独立董事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并结合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在决议有效期内滚

动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 万元（累计发生额）的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

买一年期以内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可以有效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现金管理收益，符合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

途的行为，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因此，我们同意本议案，同意公司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商业银行

及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型或保本浮动收益型的理财产品， 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度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会对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全体监事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 万元（累计发生额）的2017年非公开发行

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一年期以内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和额度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

用，其内容及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证监会

公告[2012]44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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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的规定，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通过稳健的资金

增值来维护和提升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八、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1.公司本次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时独立董事

已对此事项发表同意意见，上述事项尚需一心堂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截至目前，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2.公司本次使用不超过人民50,000.00万元（累计发生额）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理财产

品，可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充分保障股东权益，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影响现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0,000.00万元（累计发生额）的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一年期以内的银行保本型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和额度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3、《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2017年非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核查意见》；

5、《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6、《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合同》；

7、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

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

2020-020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

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 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2日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998号绿地中央广场B区元创国际1804会议室

5、召集人：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

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7、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422人，代表股份421,585,63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4.0444%。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数404,933,7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9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414人，代表股份数16,651,9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47%。

2、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审议《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11,391,4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7.5819％；反对8,631,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2.0473％；弃权1,563,0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3708％。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829,4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46.4130％；反对8,631,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45.3707％；弃权1,563,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8.2163％。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2：审议《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11,391,4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7.5819％；反对8,630,0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2.0471％；弃权1,564,1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3710％。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829,4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46.4130％；反对8,630,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45.3649％；弃权1,564,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8.2221％。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3：审议《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12,670,4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7.8853％；反对7,450,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1.7673％；弃权1,464,3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3473％。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108,4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53.1362％；反对7,450,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39.1663％；弃权1,46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7.6975％。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4：审议《公司 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11,556,6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7.6211％；反对7,519,3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1.7834％；弃权2,509,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5953％。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994,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47.2814％；反对7,519,3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39.5264％；弃权2,509,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13.1922％。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5：审议《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人民币537,826,647.34元，未分配利润

人民币2,020,995,677.50元，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2019年12月31日的公司总股本1,238,340,07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1.00元（含税），不送股不转增，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13,006,0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7.9649％；反对7,403,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1.7562％；弃权1175,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2789％。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444,0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54.9003％；反对7,403,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38.9190％；弃权1,17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6.1807％。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6：审议《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会计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12,654,6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7.8816％；反对7,360,1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1.7458％；弃权1,570,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3726％。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092,6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53.0531％；反对7,360,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38.6895％；弃权1,570,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8.2573％。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7：审议《关于公司聘请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11,444,11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7.5944％；反对7,632,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1.8105％；弃权2,508,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595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8,882,1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46.6900％；反对7,632,8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40.1230％；弃权2,508,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13.1870％。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8：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590,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803％；反对13,612,0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2288％；弃权38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909％。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28,4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4328％；反对13,612,0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1.5534％；弃权38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0138％。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9：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逐项审议)

9.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589,9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802％；反对13,489,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1998％；弃权505,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1200％。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27,9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4302％；反对13,489,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0.9105％；弃权50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593％。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9.02、发行方式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590,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804％；反对13,583,2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2220％；弃权4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976％。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28,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4344％；反对13,583,2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1.4020％；弃权4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1636％。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9.0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594,5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813％；反对13,579,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2211％；弃权411,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976％。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32,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4544％；反对13,579,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1.3820％；弃权411,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1636％。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9.04、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430,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423％；反对13,754,3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2625％；弃权40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952％。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868,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5.5896％；反对13,754,3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2.3014％；弃权40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1090％。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9.05、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581,2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782％；反对13,434,8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1867％；弃权569,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135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19,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3844％；反对13,434,8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0.6217％；弃权569,5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9939％。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9.06、发行数量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516,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628％；反对13,633,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2339％；弃权435,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1033％。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54,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0433％；反对13,633,7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1.6675％；弃权43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2893％。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9.07、限售期安排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659,4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967％；反对12,394,6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2.9400％；弃权1,531,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3633％。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97,4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7955％；反对12,394,6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65.1540％；弃权1,53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8.0505％。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9.08、上市地点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672,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999％；反对12,237,0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2.9026％；弃权1,675,8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3975％。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10,7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8654％；反对12,237,03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64.3253％；弃权1,675,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8.8093％。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9.09、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8,098,5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8009％；反对12,794,6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0349％；弃权692,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1642％。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536,5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9.1037％；反对12,794,6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67.2566％；弃权69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3.6397％。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9.10、决议有效期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680,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7017％；反对12,104,8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2.8713％；弃权1,800,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427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118,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9054％；反对12,104,8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63.6306％；弃权1,8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9.4640％。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10：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596,3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817％；反对13,660,1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2402％；弃权329,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078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34,3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4638％；反对13,660,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1.8062％；弃权32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1.7299％。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11：审议《关于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608,6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847％；反对13,272,6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1483％；弃权70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167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46,6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5285％；反对13,272,6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69.7693％；弃权70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3.7022％。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12：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615,1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862％；反对13,447,1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1897％；弃权52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124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053,1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5626％；反对13,447,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0.6866％；弃权523,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7508％。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13：审议《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8,540,0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9056％；反对12,131,4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2.8776％；弃权91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2168％。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5,978,0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31.4245％；反对12,131,4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63.7705％；弃权91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4.8051％。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14：审议《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1、全体股东表决结果是：同意407,550,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6.6710％；反对13,562,1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3.2169％；弃权472,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0.1121％。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4,988,8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6.2246％；反对13,562,18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71.2911％；弃权472,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2.4843％。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杨峰先生宣读了《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代表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向股东大

会进行述职。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卫东、邹津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简称：国新健康 证券代码：

000503

编号：

2020-18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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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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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5月19日在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西里甲18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总裁李永华先生主持了会议。

会议通知等相关文件在2020年4月25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均有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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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0人，代表股份255,102,60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8.381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239,455,5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6.641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8人，代表股份15,647,0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408％。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部分成员、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见证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9人，代表股份19,400,01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5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3,752,9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1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8人，代表股份15,647,0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7408％。

四、会议的表决情况

议案1.00�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37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042％；反对11,389,7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648％；弃权33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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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5,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666％；反对11,389,78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7102％；弃权334,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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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32％。

议案2.00�公司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37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042％；反对11,462,9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935％；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5,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666％；反对11,462,98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875％；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459％。

议案3.00�公司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37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042％；反对11,462,9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935％；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5,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666％；反对11,462,98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875％；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459％。

议案4.00�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378,5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4042％；反对11,462,9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4935％；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675,9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5666％；反对11,462,98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0875％；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459％。

议案5.00�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2,285,1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9756％；反对12,556,3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221％；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582,5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3.9305％；反对12,556,38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7236％；弃权26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1.3459％。

议案6.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其报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940,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6243％；反对10,389,38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0726％；弃权7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30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237,4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4609％；反对10,389,385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3.5535％；弃权77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3.9856％。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结束后,公司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

均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五、法律意见

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刘璐律师、罗寒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与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人

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方达（北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国新健康保障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2020-028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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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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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

00至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19日下午15:00� 。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南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3名（含网络投票），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66,432,

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本总数的比例为45.8465%。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数311,318,589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38.950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55,113,45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6.8956%。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66,431,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2、审议《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66,431,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3、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66,431,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4、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66,431,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5、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66,431,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6、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66,430,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1,3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5,112,1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6%；反

对1,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4%；弃权0股。

7、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6,431,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5,113,15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5%；反

对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5%；弃权0股。

8、审议《关于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2020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66,431,74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3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作了述职报告，对2019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

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

职报告》 全文于2020年4月28日刊登在公司信息披露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上（www://cninfo.com.

cn）。

四、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赵磊律师、晁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88039

证券简称：当虹科技 公告编号：

2020-015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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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高新汇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普通股股东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9,871,4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9,871,4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839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83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孙彦龙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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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谭亚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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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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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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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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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0,991 99.9991 500 0.000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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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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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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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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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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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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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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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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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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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累积投票和网络投票实施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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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59,871,49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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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公司2019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2,670,451 99.9977 500 0.0023 0 0.0000

6

关于公司续聘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2,670,9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0年度

董事、 监事薪酬方案

的议案

22,670,95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

为通过。

2.�议案1-7、议案9-14属于普通决议事项，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

同意即为通过。

3.�议案 4、6、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声、王为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当虹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州当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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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30号柏树大厦B区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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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9,27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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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3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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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炜先

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等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独立董事张群、靳庆鲁因公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李财锋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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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2、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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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3、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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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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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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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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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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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49,953 100.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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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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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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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相关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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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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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279,686 100.00 0 0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8,833,406 100.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8,144,050 100.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302,230 100.00 0 0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0 0 0 0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302,230 100.00 0 0 0 0

对应议案号：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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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3,211,090 100.00 0 0 0 0

7

《关于2020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

方案的议案》

3,211,090 100.00 0 0 0 0

8

《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3,211,090 100.00 0 0 0 0

9

《关于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3,211,090 100.00 0 0 0 0

10

《关于增加经营范围并修订章程

的议案》

3,211,090 100.00 0 0 0 0

12

《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3,211,090 100.00 0 0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议案中，议案6和议案1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同意表决票；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需获得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表决票即可。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徐辉、王安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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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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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目录

1、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上海洗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