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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 2020年5月21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

2020-06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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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告知，获悉王刚先生所持有公司的部分

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质押开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王刚 是 5,950,000

2019年5月31

日

2021年11月30

日

王健 2.12%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 5,950,000 - - - 2.12%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王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5,68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3.37%，本次解除股份质押前，其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总数为51,

517,99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8.43%，占公司总股本的18.33%，本次解除股份质押后，王刚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总

数为45,567,990股，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69.37%，占公司总股本的16.21%。

3、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其质押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动、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良影响。 如其股份变动达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将遵守权益披露的

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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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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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29日、2020年5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53）、《关于取消2019年度

股东大会部分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2020-058）。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5:3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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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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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经开区燕山街518号立昂技术9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8,116,3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235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68,099,36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4.22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7,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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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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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2.00�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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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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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3.00�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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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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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4.00�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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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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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5.00�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5,6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0％；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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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824％；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1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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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案6.00�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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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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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7.00�关于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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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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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8.00�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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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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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9.00�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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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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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10.00�关于公司2019年对外担保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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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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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11.00�关于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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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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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12.00�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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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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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13.00�关于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2,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5522％；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44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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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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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进行了回避表决。

议案14.00�关于公司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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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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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15.00�关于公司监事辞职及补选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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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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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16.00�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8,112,0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7％；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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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7059％；反对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29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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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陈盈如、段瑞祺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及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或列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新疆柏坤亚宣律师事务所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0603� � � � � � � � � � �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2020-066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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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全体监事同意本次会议通知豁

免时间要求并以电话、口头等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

2、本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4、本次会议由全体监事推选黄映辉女士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原监事会主席宁玲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担任的公司监事会主席、监事职务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程序进行了监事的补选，为保障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监事会选举黄映辉女士担任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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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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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黄映辉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黄映辉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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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0日

附件:黄映辉女士简历

黄映辉，女，汉族，生于1984年2月，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住权，硕士学历。 2005年10月-2008年4月广州津虹网络传媒有限公司，任

商务专员；2008年5月-2012年1月，上海优度宽带科技有限公司，任华南区商务经理；2012年4月-2013年4月，北京乐视网，任乐视云华南

区商务经理；2013年11月-2016年11月，广州市西博贸易有限公司，任化妆品部市场总监；2018年5月-2020年4月，广州大一互联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任公共事务部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黄映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黄映辉女士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所规定的不适合担任公司监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

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

2020-025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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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永安路175号，北京前门建国饭店二层群英厅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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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5,082,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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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354

注：公司总股本为987,722,962股，全部为普通股A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全部为A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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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长白凡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4名董事、3名监事和2名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的

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法、 有效， 符合 《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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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4人，董事张润钢因其他重要事项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梁建章、

董事沈南鹏、董事孙坚及独立董事韩青、独立董事朱剑岷、独立董事姚志斌因未在北京，没有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段中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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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74,503 99.9987 7,596 0.0013 0 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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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74,503 99.9987 7,596 0.0013 0 0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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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54,303 99.9952 27,796 0.0048 0 0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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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74,503 99.9987 7,596 0.0013 0 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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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73,503 99.9985 8,596 0.0015 0 0

6、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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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74,503 99.9987 7,596 0.0013 0 0

7、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财务报告审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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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38,703 99.9925 43,396 0.0075 0 0

8、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内部控制审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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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58,903 99.9960 23,196 0.0040 0 0

9、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借款额度申请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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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74,503 99.9987 7,596 0.0013 0 0

10、议案名称：《2020年度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财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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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390,357 92.7032 42,584,042 7.2783 107,700 0.0185

11、议案名称：《2020年度向控股股东首旅集团及其关联方获得财务资助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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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658,929 99.9969 7,596 0.0031 0 0

首旅集团持股335,415,574股回避本项议案表决。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首旅集团及其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0年度

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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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658,929 99.9969 7,596 0.0031 0 0

首旅集团持股335,415,574股回避本项议案表决。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第二大股东携程上海及其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及2020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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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015,768 99.9982 7,596 0.0018 0 0

携程上海持股151,058,735股回避本项议案表决。

14、议案名称：《公司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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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814,967 83.6375 40,851,558 16.3625 0 0

首旅集团持股335,415,574股回避本项议案表决。

1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对外担保和对外资助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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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74,503 99.9987 7,596 0.0013 0 0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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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074,503 99.9987 7,596 0.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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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474,309 100 0 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10,799,882 100 0 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87,799,312 99.9902 8,596 0.0098 0 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42,148,143 99.9796 8,596 0.0204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5,651,169 10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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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0 0

2

《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

告》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0 0

3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98,579,994 99.9718 27,796 0.0282 0 0

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0 0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预

案》

98,599,194 99.9912 8,596 0.0088 0 0

6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0 0

7

《公司2020年度续聘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为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98,564,394 99.9559 43,396 0.0441 0 0

8

《公司2020年度续聘普华永道中

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 为内部控制审计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98,584,594 99.9764 23,196 0.0236 0 0

9

《公司2020年度借款额度申请的

议案》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0 0

10

《2020年度关于对控股子公司财

务资助额度的议案》

55,916,048 56.7055 42,584,042 43.1852 107,700 0.1093

11

《2020年度向控股股东首旅集团

及其关联方获得财务资助额度的

关联交易议案》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0 0

12

《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首旅集团

及其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情况及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0 0

13

《关于公司与第二大股东携程上

海及其关联方2019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情况及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0 0

14

《公司与北京首都旅游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续签 〈金融服务协议〉

的关联交易议案》

57,756,232 58.5716 40,851,558 41.4284 0 0

15

《关于修改 〈对外担保和对外资

助管理办法〉的议案》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0 0

16

《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98,600,194 99.9922 7,596 0.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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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项议案全部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文、刘培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会议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

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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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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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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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五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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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9,941,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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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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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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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田旺林、周荣华先生因事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吴斌先生因公事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副总经理吴建宁先生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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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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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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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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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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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及2020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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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7、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0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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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13,431 91.7274 2,154,712 8.1965 20,000 0.0761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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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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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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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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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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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13、议案名称：关于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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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14、议案名称：关于为太原华盛丰贵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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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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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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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吴建宁 241,560,672 96.646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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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247,766,770 99.1299 2,154,712 0.8620 20,000 0.008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5月20日下午2:30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73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9，941，4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59� %。会议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经与会股东审议表决

通过了全部议案，并选举吴建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恒一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水泉 杨晓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方式和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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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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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

责分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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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20年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在本公司五楼会议室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3日以书面或电话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以现场与通讯的方式进行，应参加

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公司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张旭升先生主持，会议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以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分工的议案。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分工如下：

一、董事会技术与发展战略委员会召集人：张旭升

委员：魏洪亮 吴建宁

二、董事会财务审计委员会召集人：田旺林

委员：周荣华 罗卫军

三、董事会人力资源提名委员会召集人：周荣华

委员：王 军 李云峰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王 军

委员：田旺林 景红升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证券简称：金发拉比 证券代码：

002762

公告编号：

2020-023

号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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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于2020年4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上公

告，本次会议如期举行。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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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周三）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1）深交所交易系统：2020年5月20日 9:30—11:30，13:00—15:00。

（2）互联网投票系统：2020年5月20日 9:15—15:00。

2、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汕头市金平区鮀浦鮀济南路107号）；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浩亮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23,898,0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2435％。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23,853,0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3.2308%。 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2人，代表股份4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3,823,2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799％。 其中：通

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3,778,2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6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

人，代表股份4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27％。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伦（广州） 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

书》。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223,89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2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223,89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2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223,89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2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223,89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2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23,89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2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23,89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2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关于将营销网络建设项目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及对该项目实施情况进行

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23,89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2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23,89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2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通过。

（九）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223,898,01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823,2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项议案获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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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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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6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2019年年度报告》（更新后）。 因我司工作人员

疏忽，在复制粘贴数据时出现失误，致使《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六节“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 的

“三、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1、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表里的“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普

通股股东总数” 填写出现笔误，正确的普通股股东总数应为18,211，该数据应与公司《2020年一季报

（全文）》披露的“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保持一致。 现将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更正前披露内容: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38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287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如有）

（参见注8）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如

有）（参见注8）

0

二、更正后披露内容：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7,38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18,21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如有）

（参见注8）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上一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如

有）（参见注8）

0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2019年年度报告》 中其他内容不变。 上述更正不会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状

况、现金流量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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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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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公告所称中小股东是指除以下股东之外的公司其他股东：（1）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2）持有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一、会议通知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董事会于2020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20）。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周三）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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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芜湖市弋江区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久盛路8号公司会议室。

5、本次会议的主持人：董事长章燎源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4人，代表股份192,212,8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933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1人，代表股份191,723,3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7.8113％。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489,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22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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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代表股份18,188,8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359％。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17,699,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4138％。 通过网络投

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489,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22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

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及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2,212,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2,212,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并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92,212,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92,212,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并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92,212,7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7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6、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2,212,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并通过《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2,212,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2,212,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723,5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54％；反对489,3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4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7,699,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3099％；反对4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690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并通过《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章燎源先生、安徽松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安徽燎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

决。

表决结果：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1,602,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24％；反对610,54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7,699,5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7.3099％；反对48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2.6901％；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2、审议并通过《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92,212,84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18,188,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都伟律师、刘佳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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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