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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486

证券简称：嘉麟杰 公告编号：

2020-054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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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议案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5、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29日、2020年5月15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44）、《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3）。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至

11:30， 下午1:00至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至

2020年5月19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东旭大厦综合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希女士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以下均统称“股东” ）合计44人，代表股份133,781,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6.07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1,640,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5.82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人，代表股份2,141,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573%。

出席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中， 中小投资者合计42人， 代表股份2,141,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25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2

人，代表股份2,141,0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2573%。

3、杨希女士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见证

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4、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2019年度述职。

二、会议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3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43%；反对1,73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3005%；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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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4120%；反对1,73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1.2611%； 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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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9%。

2、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97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25%；反对1,77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3273%；弃权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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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010%；反对1,77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2.9379%； 弃权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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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1%。

3、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95%；反对1,759,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3153%；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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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4872%；反对1,75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2.1859%； 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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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9%。

4、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14,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793%；反对1,739,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3005%；弃权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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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7.4778%；反对1,73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1.2611%； 弃权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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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1%。

5、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99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27%；反对1,762,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3171%；弃权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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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4409%；反对1,76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2.2980%； 弃权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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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1%。

6、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97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25%；反对1,77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3273%；弃权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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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2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3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8010%；反对1,77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2.9379%； 弃权2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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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11%。

7、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1,998,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74%；反对1,775,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3273%；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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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7352%；反对1,775,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2.9379%； 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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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9%。

8、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4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055%；反对1,72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2893%；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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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1126%；反对1,72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0.5605%； 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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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9%。

9、通过了《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3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28%；反对1,741,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3020%；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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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2,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3185%；反对1,741,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1.3545%； 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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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9%。

10、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2,029,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905%；反对1,744,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1.3042%；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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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9,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8.1784%；反对1,744,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81.4946%； 弃权7,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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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26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郎艳飞律师、王蕊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上海嘉麟杰纺

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主体资

格、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嘉麟杰纺织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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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4月28日以公告形式发出通

知，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下午15：00在浙江省温岭

市东部产业集聚区第三街1号公司会议室召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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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王壮利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

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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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孔瑾律师、张诚毅律师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1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51,837,6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18.5326%。 其中，参加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228,904,531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8.1930%；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人数为1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933,06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3395%。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人数为1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2,933,069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0.3395%。

三、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2、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3、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4、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5、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6、审议《2019年度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7、审议《关于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及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8、审议《关于2020年度授信规模及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0,445,9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88%；反对1,391,

66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2%；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1,54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9316%；反对1,391,6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6.0684%；弃权0股。

9、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10、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11、审议《关于2019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问题的自查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251,329,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4%；反对508,2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2,424,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40%；反对50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2.2160%；弃权0股。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孔瑾律师、张诚毅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

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王呈斌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作2019年度述职报告。 该报告对2019年

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的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的情

况、在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情况进行了介绍。《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已于2020年

4月28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上。

六、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利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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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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星期二）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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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区合平路638号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8楼会议室。

（三）会议的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毛长青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

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44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503,594,1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38.918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0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为91,958,0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106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计34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411,636,0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1.8119％。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316,970,298股，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23,001,458股，

该等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1,293,968,840股。 ）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

下：

（一）《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03,528,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9％；反对65,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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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19,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461％；反对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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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二）《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03,528,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9％；反对65,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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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19,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461％；反对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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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三）《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03,528,2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9％；反对65,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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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19,7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461％；反对65,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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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四）《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503,527,74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66,4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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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22,219,25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9.9457％；反对66,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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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0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498,643,54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69％；反对4,950,605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8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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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7,335,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5.9516％；反对4,950,6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4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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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等关联方开展存贷款等业务的议案》

出席股东大会的公司关联股东中信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17,815,722股）、中信兴业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0,785,790股）、毛长青（持有公司股份280,000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本议案表决情况：同意266,236,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9146％；反对8,476,06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08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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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3,809,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93.0686％；反对8,476,0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3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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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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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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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19日下午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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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30至11:30和13:00

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站前街1号院1号楼顺鑫国际商务中心14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颖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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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15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358,371,9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3133％。

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85,923,2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8.546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72,448,75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671％。

（三）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王彩虹律师、马佳敏

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324,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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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5,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4％；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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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二）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324,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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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5,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4％；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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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三）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324,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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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5,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4％；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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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四）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324,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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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5,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4％；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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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五）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324,6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68％；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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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5,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4％；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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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同

意。

（六）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294,5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84％；反对77,39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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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084,9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42％；反对77,3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1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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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七）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311,78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2％；反对60,1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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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02,1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7％；反对60,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8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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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八） 《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5,01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4％；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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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115,01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54％；反对47,2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6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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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关联股东北京顺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285,209,668股，在表决此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回避表决285,209,668股。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4月25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彩虹律师、马佳敏律师

3、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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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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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经开区哈平路集中区哈平西路11号，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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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69,78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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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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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陈振华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大会的通知、召开、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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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4人，董事白哲松先生、独立董事梁伟先生、独立董事窦越女士因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郁琼女士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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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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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63,806 99.9914 23,100 0.0086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761,806 99.9906 25,100 0.009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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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63,806 99.9914 23,100 0.0086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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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63,806 99.9914 23,100 0.0086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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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63,806 99.9914 23,100 0.0086 0 0.0000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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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63,806 99.9914 23,100 0.0086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9,763,806 99.9914 23,100 0.0086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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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63,806 99.9914 23,100 0.0086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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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27,106 99.9778 23,100 0.0085 36,700 0.0137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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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761,806 99.9906 25,100 0.009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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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269,761,806 99.9906 25,100 0.0094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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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892,0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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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1,806 99.6081 23,100 0.391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3,000 65.0529 23,100 34.9471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5,828,80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

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4,929,

780

99.5336 23,100 0.4664 0 0.0000

2

关于2019年度公司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4,927,

780

99.4932 25,100 0.5068 0 0.0000

7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

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预案的议案

4,929,

780

99.5336 23,100 0.4664 0 0.0000

8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4,929,

780

99.5336 23,100 0.4664 0 0.0000

10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4,927,

780

99.4932 25,100 0.506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共11项议案，所有议案全部表决通过；

2、对于涉及利润分配的议案7，单独进行了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统计。

3、本次审议的议案9为特别表决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4、本次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的议案为：议案1、2、7、8、10。

5、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黑龙江义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国栋、罗杞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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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哈尔滨威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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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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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高新路46号志诚丽柏酒店20楼多功能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85,491,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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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04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白忠泉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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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王栋先生、Astra� Ying� Chui� Lam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陆伟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田喜民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部分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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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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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160 99.9976 79,900 0.0024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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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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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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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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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3,707 98.4989 79,300 1.501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所属子公司拟开展外汇金融衍生业务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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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接受商业银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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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为所属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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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公司拟开展有价证券投资业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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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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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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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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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1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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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5,411,760 99.9976 79,300 0.0024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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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0,208,053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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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3,107 98.4876 79,900 1.5124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3,671,707 97.8702 79,900 2.129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531,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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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

配的议案

5,203,107 98.4876 79,900 1.5124 0 0.0000

6

关于聘请2020年度内

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5,203,707 98.4989 79,300 1.5011 0 0.0000

7

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

务审计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5,203,707 98.4989 79,300 1.5011 0 0.0000

8

关于2020年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5,203,707 98.4989 79,300 1.5011 0 0.0000

11

关于2020年度为所属

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

5,203,707 98.4989 79,300 1.5011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8： 关于2020年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中国西电集团有限公司、GE� Smallworld

（Singapore） Pte� Ltd.对此项议案予以回避。

议案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议案，经出席会议股东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丽、刘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