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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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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岛新材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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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3,74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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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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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征国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其中：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

进行了监票、计票，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待网络投票结果出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后，当

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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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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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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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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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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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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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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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续聘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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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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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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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拟向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申请10,000万元授信及用信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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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申请20,000万元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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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广化支行申请20,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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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申请20,000万元授信额度 （风险敞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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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公司拟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钟楼支行申请5,000万元授信额度（敞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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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丽岛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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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丽岛新材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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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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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审议修订〈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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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33,730,916 99.9929 9,400 0.0071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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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

关于增补徐红光为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33,673,036 99.9496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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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735,39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995,518 99.5311 9,400 0.468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57,900 86.0326 9,400 13.9674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937,61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19年利润分配的

议案》

744,492 98.7531 9,400 1.2469 0 0.0000

7

《关于审议公司续

聘2020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744,492 98.7531 9,400 1.2469 0 0.0000

8

《关 于 审 议 公 司

2020年董事薪酬方

案的议案》；

744,492 98.7531 9,400 1.2469 0 0.0000

18

《关于审议修订〈江

苏丽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

议案》；

744,492 98.7531 9,400 1.2469 0 0.000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18为特别决议事项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2、 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18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泽铭、马一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丽岛新材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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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表决方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丽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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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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19日下午14: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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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京东大道1699号公司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韩盛龙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9人，代表股份数176,647,63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804％。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8人，代表股份167,765,6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3.534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8,881,9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2460%。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3人，代表股份11,237,82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576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议案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46,1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2％；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6,3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7％；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议案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46,1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2％；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6,3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7％；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议案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46,1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2％；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6,3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7％；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议案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46,1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2％；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6,3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7％；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议案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46,1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2％；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6,3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7％；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46,1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2％；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6,3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867％；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议案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继续为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5,861,3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5549％；反对786,2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445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451,58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3.0036％；反对786,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6.996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继续为其子公司银行授信及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17,5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30％；反对3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17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7,7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322％；反对3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向融资租赁公司申请融资及本公司为其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17,5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30％；反对3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17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7,7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322％；反对3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十： 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联创电子有限公司继续为其参股子公司江西联创宏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银行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17,5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30％；反对3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17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7,7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322％；反对3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17,5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30％；反对30,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17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7,7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322％；反对30,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6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议案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595,3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04％；反对5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185,5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5346％；反对52,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65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议案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40,8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62％；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31,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9395％；反对6,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60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0％。

议案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12,2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0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4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5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十五：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15.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176,611,8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97％；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14％；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结果：同意176,611,8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97％；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14％；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176,611,8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97％；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14％；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4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176,611,8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97％；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14％；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176,611,8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97％；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14％；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6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176,611,8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97％；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14％；反对3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7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176,617,1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27％；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17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7,3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7286％；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27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8本次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176,612,2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0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4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5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09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176,612,2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0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4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5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10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176,612,2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0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4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5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12,2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0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4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5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12,2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0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4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5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598,8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24％；反对4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7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189,0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5658％；反对48,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434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46,1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992％；反对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0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1,236,3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67％；反

对1,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133％；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12,2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0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4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5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6,612,2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0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数的0.02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1,202,42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99.6850％；反对35,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3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数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华邦律师事务所方世扬、谌文友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华邦律师事务所关于《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601595

证券简称：上海电影 公告编号：

2020-017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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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5月29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595 上海电影 2020/5/22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0年4月25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69.22%股份的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在2020年5月18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

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2020年5月18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以书面形式提交的《关于提议增加上海电影股份有

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申请》， 提议将关于选举王健儿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相关事项以临时提案

的方式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相关董事候选人提名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

以上董事候选人简历如下：

王健儿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香港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 历任中共建德市委常委、

纪委书记、宣传部长，中共杭州市委外宣办（新闻办）主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网信办主任，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暨华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000156）党委书记、董事长。 2018年1月至2019年10月任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总裁、党委副书记。 自2019年10月起任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王健儿先生未持有公司的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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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条件。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0年4月25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5月29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长宁区新华路160号上海影城5楼多功能厅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5月29日

至2020年5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

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2 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与2020年度经

营计划》的议案

√

4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限额的议案 √

6 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8.00 关于选举王健儿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1）人

8.01 选举王健儿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会议还将听取《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1-7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请详见公司

于2020年4月24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5）、《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6）。 第8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请详

见公司于2020年5月18日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16）。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6、8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5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2

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

议案

3

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方案与2020

年度经营计划》的议案

4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5

关于公司2020年度预计与关联方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限额

的议案

6 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8.00 关于选举王健儿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01 选举王健儿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

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二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

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

票总数。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

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

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

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

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

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

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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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泰化学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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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2019

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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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定于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5:00-17:00举行2019年度

业绩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方式参与互动交流。

参与方式一：在微信中搜索 “中泰化学投资者关系” 微信小程序；

参与方式二：微信扫一扫“中泰化学投资者关系” 微信小程序二维码：

投资者依据提示，授权登入 “中泰化学投资者关系” 微信小程序，即可参与交流。

出席本次业绩网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杨江红女士、总经理冯斌先生，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红艳女士，

财务总监王海玲女士，独立董事吴杰江先生。

敬请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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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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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名称：2019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

公司董事长杨江红女士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会议， 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先生代为

主持会议。

（四）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12: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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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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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

午9:15至2020年5月19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现场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阳澄湖路39号，电话0991-8751690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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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因疫情原因，本次大会现场会议结合网络视频方式召开，其中部分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通过腾讯视频参加现场

会议。 见证律师在现场见证会议全部过程。 此次通过视频方式参会或列席会议人员视为参加现场会议。

（八）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星期四）

（九）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

果为准。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92,282,63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6.911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6人，代表6家股东，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40,060,274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25.160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52,222,3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1.750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10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0,114,874股，占公司总股份的2.800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吴丹惠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515,1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58％；反对6,728,4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492％；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47,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424％；反对6,728,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926％；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50％。

（二）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471,1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3％；反对6,772,4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548％；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03,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692％；反对6,772,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658％；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50％。

（三）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519,1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63％；反对6,724,4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487％；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51,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490％；反对6,724,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59％；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50％。

（四）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519,1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63％；反对6,724,4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487％；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51,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490％；反对6,724,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59％；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50％。

（五）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519,1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63％；反对6,724,4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487％；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51,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490％；反对6,724,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59％；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50％。

（六）审议通过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604,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71％；反对6,639,3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380％；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436,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906％；反对6,639,3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444％；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50％。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534,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82％；反对6,703,8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461％；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66,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741％；反对6,703,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517％；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八）审议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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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5,599,7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65％；反对6,638,3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379％；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431,9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831％；反对6,638,3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427％；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九）审议通过关于制定《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2022年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730,8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30％；反对6,507,2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213％；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563,0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012％；反对6,507,2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246％；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十）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及公司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345,9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245％；反对6,892,1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699％；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178,1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4609％；反对6,892,1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649％；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2、新疆中泰化学阜康能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771,150,1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27％；反对21,077,92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604％；弃权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82,34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464％；反对21,077,92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628％；弃权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908％。

3、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151,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7％；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07％；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3,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35％；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23％；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4、新疆中泰矿冶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151,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7％；反对8,076,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194％；弃权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3,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35％；反对8,076,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57％；弃权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08％。

5、新疆华泰重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151,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7％；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07％；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3,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35％；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23％；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6、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151,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7％；反对8,076,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194％；弃权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3,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35％；反对8,076,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57％；弃权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908％。

7、浙江泰信物产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280,4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62％；反对6,957,6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782％；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112,6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519％；反对6,957,6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5739％；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8、新疆天雨煤化集团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151,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7％；反对8,076,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194％；弃权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3,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35％；反对8,076,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57％；弃权5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908％。

9、新疆圣雄氯碱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151,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7％；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07％；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3,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35％；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23％；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10、新疆圣雄电石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151,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7％；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07％；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3,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35％；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23％；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11、新疆圣雄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且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4,151,17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737％；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207％；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3,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35％；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23％；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关联股东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

限公司 、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039,1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385％；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8458％；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983,4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735％；反对8,086,8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523％；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向阿拉尔市中泰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股东新疆中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乌鲁木齐环鹏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国际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12,8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885％；反对7,990,35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8118％；弃权56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57,11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5.7643％；反对7,990,35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918％；弃权56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9439％。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新疆中泰化学托克逊能化有限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558,6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13％；反对6,679,4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431％；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90,8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147％；反对6,679,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111％；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延缓新疆中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进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504,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44％；反对6,733,8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499％；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36,4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242％；反对6,733,8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016％；弃权44,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742％。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85,489,1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25％；反对6,744,4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8513％；弃权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3,321,3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991％；反对6,744,41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2192％；弃权4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817％。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76,834,06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82％；反对7,297,4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5680％；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778,29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7957％；反对7,297,48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392％；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5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唐勇强律师、吴丹惠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二〇一九年度

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现场大会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真实、合法、有

效的，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浦栋律师事务所对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