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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

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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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威星智能” ）于2019年4月24日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并于2019年5

月21日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经营的情况

下，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单笔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委托理财的额度在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可以滚动使用。

以上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及2019年5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

的相关公告。

公司此前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根据上述决议，公司继续购买了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结

构性存款产品，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购买杭州银行结构性存款产品， 产品起

息日为2020年4月16日，到期日为2020年5月16日，年化收益率为1.755%或3.20%。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

2020年4月18日的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委托理财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8）。 公司已如期赎回上述理财产品， 赎回本金5,000万元， 累计取得理财收益133,

734.92元。 本金及理财收益已返还至公司账户。

二、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202602）

1、发行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产品名称：杭州银行“添利宝”结构性存款产品（TLB20202602）

3、产品代码：TLB20202602

4、产品类型：结构性存款

5、投资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6、产品起息日：2020年5月18日

7、产品到期日：2020年8月18日

8、产品预计收益率：年化收益率1.54%或3.45%

9、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5,000万元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需履行的审批程序

《关于2019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2019年5月

2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和期限均在审批额度内，无需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1、风险提示

（1）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所涉及的投资产品为金融机构发行的风险可控的理

财产品，收益情况由于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可能具有一定波动性。

（2）理财产品发行人提示了产品包括但不限于认购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息传

递风险、募集失败风险、再投资/提前终止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风险。

2、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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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闲置

委托理财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该业务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

（2）公司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选择稳健的投资品种。

（3）委托理财由公司财务部组织实施，财务部设立专人管理存续期的各种投资产品并跟踪相关业务

的进展及安全状况，出现异常情况时将及时通报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最大限度地控制投资风险、保证

资金的安全。

（4）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委托理财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定期进行全面

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

告。

（5）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委托理财业务的实施进行检查和监督，确保业务的规范实施，

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6）公司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披露委托理财的购买及收益进展情况。

（7）公司与受托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之间无任何关联关系。

六、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公司本次运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

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适度的委托理财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和股东

获取更多投资回报。

七、公告日前12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闲置募集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情况

序

号

受托方名

称

是否关

联交易

产品名称

投资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是否

赎回

产品类型

预计年化

收益率

投资收益

（元）

资金来源

1

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杭州银行“添

利宝”结构性

存款产品

（TLB201906

31）

2,500 2019/3/6 2019/6/28 是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96％—

4.06%

309,

205.48

募集资金

2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公

司19JG0687

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3,000 2019/3/7 2019/5/31 是

保本固定

收益型

3.96%

277,

200.00

自有资金

3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对

公结构性存款

固定持有期

JG902期

6,000 2019/5/23 2019/8/21 是

保本固定

收益型

3.94%

584,

433.33

募集资金

4

财通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否

财通证券资管

月月福22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4,000 2019/5/23 无固定期限 是

固定收益

型

4.20%

296,

874.75

自有资金

5

财通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否

财通证券资管

润富1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5,000 2019/9/19 无固定期限 是

固定收益

型

4.60%

560,

821.92

自有资金

6

财通证券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否

财通证券资管

月月福23号

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1,000 2019/9/19 无固定期限 是

固定收益

型

4.35%

115,

940.74

自有资金

7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公

司JG1001期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5,000 2019/10/15 2019/11/14 是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60%-3.

70%

150,

000.00

自有资金

8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公

司19JG3252

期人民币对公

结构性存款

5,000 2019/11/18 2019/12/27 是

保本浮动

收益型

3.60%-3.

70%

195,

000.00

自有资金

9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宁波银行单位

结构性存款

200232

8,000 2020/01/10 2020/02/10 是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或

3.80%

258,

191.78

自有资金

10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宁波银行单位

结构性存款

200233

10,000 2020/01/10 2020/04/16 是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或

3.90%

1,015,

068.49

自有资金

11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宁波银行单位

结构性存款

200503

3,000 2020/02/13 2020/03/16 是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或

3.70%

97,

315.07

自有资金

12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宁波银行单位

结构性存款

200504

5,000 2020/02/13 2020/04/15 是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或

3.80%

322,

739.73

自有资金

13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否

“汇利丰”

2020年第

4509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3,000 2020/03/18 2020/06/19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或

3.70%

- 自有资金

14

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否

“汇利丰”

2020年第

4808期对公

定制人民币结

构性存款产品

5,000 2020/04/17 2020/07/10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0%或

3.70%

- 自有资金

15

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利多多公

司JG6004期

人民币对公结

构性存款

5,000 2020/04/17 2020/07/16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15%或

3.70%

- 自有资金

16

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杭州银行“添

利宝”结构性

存款产品

（TLB202021

64）

5,000 2020/04/16 2020/5/16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755％或

3.20%

133,

734.92

自有资金

17

杭州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

否

杭州银行“添

利宝”结构性

存款产品

（TLB202021

64）

5,000 2020/5/18 2020/8/18 否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54%或

3.45%

- 自有资金

八、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2、理财产品认购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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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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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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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本决议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7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请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刊登在2020年4月29日的《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

（三）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13:30

2、网络投票时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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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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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9:15至2020年5

月2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现场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1418-41号6号楼三楼会议室

（六）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3日

（七）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文谦先生

（八）会议记录人员：张妍女士

（九）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52,632,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1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52,632,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182％。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78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70％。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786,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70％。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国浩

律师（杭州）事务所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案1.00《关于增加智慧燃气物联网智能终端产业化项目投资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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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00《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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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00《关于2020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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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00《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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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00《关于变更注册资本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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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本议案以特别决议通过，同意股份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

议案6.00《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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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00《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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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00《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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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00《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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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00《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52,632,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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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投票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内容详见2020年

4月29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或《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的相关公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如下法律意见：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

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决议》；

（二）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出具的《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

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威星智能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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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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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高新区向阳路2号莱克电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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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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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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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董事长倪祖根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方

式和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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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平平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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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5,363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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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5,363 100.00 0 0.00 0 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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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5,363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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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5,363 100.00 0 0.00 0 0.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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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341,035,363 100.00 0 0.00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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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5,363 100.00 0 0.00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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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5,363 100.00 0 0.00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审计机构2019年度审计工作评价及续聘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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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5,363 100.00 0 0.00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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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733,963 99.9116 301,400 0.0884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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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818,980 99.9365 216,383 0.0635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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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351,286 99.7994 684,077 0.2006 0 0.00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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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35,363 100.00 0 0.00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非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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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1 倪祖根先生 341,023,280 99.9964 是

13.02 王平平先生 341,023,280 99.9964 是

13.03 薛峰先生 341,023,280 99.9964 是

13.04 韩健先生 341,023,280 99.9964 是

13.05 倪翰韬先生 341,023,280 99.9964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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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1 顾建平先生 341,032,063 99.9990 是

14.02 周中胜先生 341,023,563 99.9965 是

14.03 徐宇舟先生 341,032,063 99.9990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股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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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徐大敢先生 341,014,780 99.9939 是

15.02 卫薇女士 341,032,063 99.9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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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669,949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14,400,000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1,965,414 100.00 0 0.00 0 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1,388,189 100.00 0 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577,225 10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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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16,332,814 100.00 0 0.00 0 0.00

6

关于确定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津贴的议案

16,332,814 100.00 0 0.00 0 0.00

7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16,332,814 100.00 0 0.00 0 0.00

10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

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16,116,431 98.6751 216,383 1.3249 0 0.00

13.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非独立董

事）

- - - - - -

13.01 倪祖根先生 16,320,731 99.9260

13.02 王平平先生 16,320,731 99.9260

13.03 薛峰先生 16,320,731 99.9260

13.04 韩健先生 16,320,731 99.9260

13.05 倪翰韬先生 16,320,731 99.9260

14.00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独立董事）

- - - - - -

14.01 顾建平先生 16,329,514 99.9797

14.02 周中胜先生 16,321,014 99.9277

14.03 徐宇舟先生 16,329,514 99.9797

15.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的议案（股东代表）

- - - - - -

15.01 徐大敢先生 16,312,231 99.8739

15.02 卫薇女士 16,329,514 99.979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中《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的2/3以上通过有

效；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的1/2以上通过有效。

2、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国权、郁振华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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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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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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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9日以电话、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

年5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8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8名，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

数。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倪祖根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选举倪祖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选举王平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成立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战略决策委员会

主任委员：倪祖根

委员：倪祖根、顾建平（独立董事）、周中胜（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周中胜

委员：周中胜（独立董事）、徐宇舟（独立董事）、王平平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顾建平

委员：顾建平（独立董事）、倪祖根、徐宇舟（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徐宇舟

委员：徐宇舟（独立董事）、顾建平（独立董事）、王平平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聘任倪祖根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王平平先生、薛峰先生、韩健先生、沈月其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并由

王平平先生兼任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任期均为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表决，同意聘任胡楠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后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5月 21�日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1、倪祖根先生：195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程师。 1987年至1994年，先后任苏州春花吸尘器总厂电机工程师、电机

分厂厂长、厂长助理和技术副厂长；1994年至2006年，先后担任苏州金莱克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苏州金莱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7年，任金莱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

2、王平平先生：195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75年至1998年，先后任苏州助剂厂财务科长，苏州五金矿产机械进出

口公司财务经理；1998年至2007年，先后任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财务科长，金莱克电气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08年1月至

2017年4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2011年5月至2020年5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0.5月至今，任公司副董

事长、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

3、薛峰先生：196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1989年至1997年，任苏州春花吸尘器总厂质检科科长；

1997年至2006年，先后担任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金莱克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年，任金莱克电气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2008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电机事业部总经理。

4、韩健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89年至2009年，先后任苏州春花吸尘器总厂销售人员、分厂车

间主任、厂长助理，苏州春飞家用电器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飞利浦家电（苏州）有限公司运作部高级经理，飞利浦优质生活部（苏州）高

级质量经理；2009年12月至2020年5月，任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海外销售总经理。

5、沈月其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1992年至1997年，在吴县防爆电机有限公司任职；1997年至

2007年，先后任苏州金莱克电机有限公司电机厂车间主任，金莱克电气有限公司管理办专员、电机事业部副部长；2008年1月至2009年2

月，任公司董事、电机事业部副部长；2009年3月至2020年5月，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汽车电机总经理。

6、胡楠女士：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 于2004年大学毕业后入职公司，从事财务的相关工作。 2012年开始，从事证券

事务工作，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曾任公司财务部销售管控科副经理、比价采购科经理、财务部长助理、财务副部长，现任

公司证券事务部副总监、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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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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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13以电话、邮件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0

年5月20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际到监事3名。 会议由监事徐大敢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全体监事均行使了表决

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徐大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莱克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5月 21�日

证券代码：688198� � � � � � �证券简称：佰仁医疗 公告编号：2020-016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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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东区华昌路2号公司1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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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普通股股东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2,005,8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2,005,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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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6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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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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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程琪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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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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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1,800 99.9943 4,092 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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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1,800 99.9943 4,092 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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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1,800 99.9943 4,092 0.0057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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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72,001,800 99.9943 4,092 0.0057 0 0.00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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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0,200 99.9920 5,692 0.008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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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72,001,800 99.9943 4,092 0.005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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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1,800 99.9943 4,092 0.005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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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001,800 99.9943 4,092 0.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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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78,200 93.2150 5,692 6.7850 0 0.0000

7

《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

度薪酬（津贴）方案的

议案》

79,800 95.1223 4,092 4.877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议案5、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冬梅、刘梦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相关事宜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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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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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欧洲工业园A区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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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979,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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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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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承立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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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出席5人，公司独立董事莫旭巍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独立董事仇如愚先生代为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朱杰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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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9,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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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9,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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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9,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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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9,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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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9,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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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9,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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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9,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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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9,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公司未来五年（2020年-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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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79,897 100.0000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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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558,9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9,364,7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056,23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6,28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049,952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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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2019年度董事、 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

案

12,420,9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12,420,9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12,420,9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公司未来五年 （2020年

-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

12,420,9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远闻（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沈丽丽、仲思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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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阴市恒润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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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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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本次股东大会上没有新提议案提交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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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

11：30，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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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9：15至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4座23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立志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整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133,465,0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20,937,

059股的60.4086%。

2、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133,423,34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20,937,059股的60.389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1,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220,937,059股的0.0189％。

4、中小股东情况

中小股东共5名，代表股份1,389,2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220,937,059股的0.628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2、《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3、《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4、《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5、《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35,2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77%；反对29,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59,4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50%。

6、《〈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7、《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35,2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777%；反对29,8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2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59,4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8550%。

8、《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9、《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1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11、《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12、《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13、《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14、《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3,423,3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99.9688%；反对41,700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031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347,55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998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信达认为，贵公司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