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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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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22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北土城西路11号城建开发大厦九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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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48,20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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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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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陈代华先生主持

了会议。 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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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张财广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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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048,640 97.3879 22,155,813 2.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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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048,640 97.3879 22,155,813 2.6121 0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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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6,048,640 97.3879 22,155,813 2.6121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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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827,653 99.9555 376,800 0.044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0-2021年度担保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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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242,060 99.6507 2,962,393 0.349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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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931,773 99.7320 2,272,680 0.268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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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5,931,773 99.7320 2,272,680 0.268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合作开发张仪村棚改项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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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451,509 99.1250 533,560 0.875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4� � �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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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7,219,384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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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608,269 99.3821 376,800 0.6179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676,313 78.4483 185,800 21.551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59,931,956 99.6823 191,000 0.3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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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38,829,256 63.6701 22,155,813 36.3299 0 0.0000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38,829,256 63.6701 22,155,813 36.3299 0 0.0000

3

2019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38,829,256 63.6701 22,155,813 36.3299 0 0.0000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

60,608,269 99.3821 376,800 0.6179 0 0.0000

5

关于2020-2021年度

担保授权的议案

58,022,676 95.1424 2,962,393 4.8576 0 0.0000

6

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

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

议案

58,712,389 96.2733 2,272,680 3.7267 0 0.0000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定

向债务融资工具注册

发行相关事项的议案

58,712,389 96.2733 2,272,680 3.7267 0 0.0000

8

关于终止合作开发张

仪村棚改项目的议案

60,451,509 99.1250 533,560 0.875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因涉及关联交易，控股股东北京城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787,219,384股)对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议案8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邢美东、刘毅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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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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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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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年度担保额

度执行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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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批准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为提高工作效率，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发生额不超过150亿元

（含150亿元）的任意一笔担保，其中对全资子公司担保发生额不超过120亿元（含120亿元），对控股子

公司担保发生额不超过30亿元（含30亿元）。 截止2020年5月22日授权到期，董事会共批准对全资及控

股子公司担保33.2亿元。 现将担保额度执行情况统计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企业名称 注册地点

注册

资本金

主营业务

范围

持股

比例%

董事会批准

额度

实际发生额

全资

子公司

北京城建兴华地产

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 65000 房地产开发 100% 130,000.00 97,000.00

北京城建新城投资

开发有限公司

北京市顺义区 30000 房地产开发 100% 60,000.00 50,000.00

北京城建重庆地产

有限公司

重庆市渝北区 12000 房地产开发 100% 47,000.00 35,000.00

北京城建（海南）地

产有限公司

海南省三亚市天

涯区

10000 房地产开发 100% 70,000.00 52,000.00

控股

子公司

北京城奥置业有限

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 20000 房地产开发 83% 20,000.00 20,000.00

北京云蒙山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北京市密云区 13800 房地产开发 60% 5,000.00 5,000.00

合计 332,000.00 259,000.00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占

净资产比例

担保总额 担保总额占净资产比例

全资子公司 184.15 72.30% 311.73 122.40%

控股子公司 24.43 9.59% 33.15 13.01%

合计 208.58 81.89% 344.88 135.41%

注：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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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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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2日，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

议在公司九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到董事7人。董事长陈代华主持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以下议案：

1、关于北京云蒙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5000万元贷款并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北京云蒙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蒙山公司” ）向中国农业银行

北京密云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为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用于云蒙山公司正常运

营，满足其景区项目装修改造的资金需求。 由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股东约定，公

司按实际贷款金额的1%向云蒙山公司收取担保费用。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对外担保授权， 上述担保已经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发布的

2020-28号公告。

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关于范亚斌、毛雅清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因范亚斌、毛雅清发生工作变动，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会对范亚斌、毛雅清在任职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5、关于设立公司开发黄山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黄山市黄山区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项目公司， 负责黄山市黄山区谭家桥镇南部组

团B-08-12、B-08-18地块项目开发运作。

项目公司名称为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最终核定为准，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公司以现金方式出

资，占股权比例100%。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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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北京云蒙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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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北京云蒙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蒙山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截止目前公司对云蒙山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5000万元（不含本

次5000万元）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于2020年5月

22日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北京云蒙山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申请5000万元贷款并由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云蒙山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密云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贷款金

额为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用于云蒙山公司正常运营，满足其景区项目装修改造的资金需求。 由公

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股东约定，公司按实际贷款金额的1%向云蒙山公司收取担

保费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云蒙山公司于2016年11月设立，注册资本人民币138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8,280万元，占股权比

例60%；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出资4,830万元，占股权比例35%；北京渔阳旅游集团出资

690万元，占股权比例5%。 主营范围：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等。

截止2019年12月31日，云蒙山公司资产总额175,901,569.62元，负债总额92,921,187.4元，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92,921,187.4元，银行贷款20,000,000.00元，所有者权益82,980,382.22元，营业收入5,

694,707.26元，净利润-35,803,637.1元。

截止2020年3月31日，云蒙山公司资产总额189,977,853.29元，负债总额116,339,282.41元，其中：

流动负债总额116,339,282.41,银行贷款50,000,000.00元，所有者权益73,638,570.88元，营业收入

380,848.17元，净利润-9,341,811.34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云蒙山公司向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密云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为5000万元，期限不超

过1年，用于云蒙山公司正常运营，满足其景区项目装修改造的资金需求。 由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根据股东约定，公司按实际贷款金额的1%向云蒙山公司收取担保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出席此次会议的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为满足云蒙山公司经营需要，同意云蒙山公司向中国农业

银行北京密云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贷款，贷款金额为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年，用于云蒙山公司正常

运营，满足其景区项目装修改造的资金需求。 由公司为该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股东约定，

公司按实际贷款金额的1%向云蒙山公司收取担保费用。 董事会认为，云蒙山公司经营稳定，资信情况良

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本次融资及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情况如下表：

单位：亿元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

担保实际发生余额占净资产比

例

担保总额

担保总额占净资产比

例

全资子公司 184.15 72.30% 311.73 122.40%

控股子公司 24.43 9.59% 33.15 13.01%

合计 208.58 81.89% 344.88 135.41%

注：担保总额为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余额之和。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六、上网公告附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

2、云蒙山公司2020年3月31日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城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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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解除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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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 ）共计持有本公司469,144,518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占本公司总股份的35.01%，此次办理解除质押后，已质押股份为118,840,000股；

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接本公司控股股东宋都控股通知，其将持有的部分本公司股票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购回，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被解质情况

股东名称 宋都控股

本次解质股份（股） 136,16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9.0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6

解质时间 2020/5/21

持股数量（股） 469,144,518

持股比例（%） 35.0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118,840,00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25.33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87

截至目前，本次解质押的股份暂无后续质押计划，如宋都控股未来进行股份质押，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二、大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宋都控股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股）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股）

宋都

控股

469,144,

518

35.01

255,000,

000

118,840,

000

25.33 8.87 0 0 0 0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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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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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控股”或“控股股东” ）。

●本次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 共计39,450万元， 宋都控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俞建午先生均就本次担保事项签订了 《反担保合

同》，以信用保证担保方式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2.51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6.54%，其中对宋都控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7.3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40%。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过去12个月与宋都控股进行的交易：过去12个月控股股东为公司提供借款累计发生额35.10亿元，公司为宋都控股提供担保累计

发生额33.44亿元，宋都控股及公司实际控制人均对上述担保提供了反担保。 除上述反担保外，宋都控股向公司提供担保累计发生额为

11.65亿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公司控股股东宋都控股融资需要，近日宋都控股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民生杭分” ）签订了2笔融资

配套协议，融资金额共计39,450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宋都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宋都集团”或“出质人” ）与民生杭分

签订了《质押合同》，以定期存单质押形式为前述主债权项下提供质押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共计39,450万元。

2019年4月23日，公司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报的《关于预计新增

相互担保计划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公司股东大会同意公司方为宋都控股方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9亿元，宋都控股方为公

司方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50亿元。 双方在总额度范围内可以一次或分次使用对方提供的担保额度。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

审批具体的担保事宜。授权有效期为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之日起至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具体详

见公司临2019-010、临2019-017及临2019-023号公告）。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宋都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杭州市采荷嘉业大厦3幢201室

法定代表人：俞建午

注册资本：3,6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97614164X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服务：资产管理（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投资

咨询（除证券、期货）；批发、零售：建材，金属材料；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营的项目

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指标（单位：万元）：

项目 2018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9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2,670,109.94 4,098,500.25

总负债 2,304,685.90 3,715,540.91

2018年度（经审计） 2019年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6,119.72 134,797.49

净利润 21,982.17 -20,610.52

关联关系：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持股占比为公司总股本的35.01%，系公司关联法人。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存单质押担保

2、担保情况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主债权本金金额（万元） 质押合同签订日 被担保方履行债务的期限

1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17,550 2020/5/21 2020/5/21-2023/5/6

2 宋都集团 宋都控股 21,900 2020/5/22 2020/5/22-2023/5/7

小计 39,450

四、董事会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实施互保以来，双方合作情况良好，从未发生过逾期借款和逾期担保的情形，亦没有涉及诉讼的担保事

项，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行为。

2、公司审计委员会意见：

经核查，宋都控股及其关联方无发生逾期担保的情形，且上述关联交易有相对应的反担保措施，同意该担保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按有关规定提交公司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认为：本次预计新增相互担保计划属于正常生产经营需要。 该项担保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损害非关联股东利益。 同时担保风险可控，有相应的反担保措

施。 同意该担保事项。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相互担保行为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宋都控股方与公司相互提供担保能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 有助于公司实现投资经营计

划。 在实施过程中，公司将积极加强与股东方的沟通，及时了解其经营状况，另外，公司还将通过其他措施以有效规避风险和保障公司利

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142.51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306.54%， 其中对宋都控股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7.38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0.40%。 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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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

2020

年付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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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29日

●债券付息日：2020年6月1日（原付息日2020年5月30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2020年6月1日）

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将于2020年6月1日开始支付自2019年5月30日

至2020年5月29日期间的利息。 为保证本次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方便投资者及时领取利息，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非公开发行住房租赁专项公司债券（第一期）

2、债券简称：19宋都01

3、债券代码：151258

4、发行人：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5、发行总额：人民币8亿元

6、债券期限：3年期（附第2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7、票面利率：8.50%。

8、计息期限及付息日：本期债券计息期限自2019年5月30日至2022年5月29日止。如投资者行使回售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

限为2019年5月30日至2021年5月29日；本期债券付息日未计息期限的每年5月30日（上述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

日）。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9年5月30日至2020年5月29日。

2、票面利率及付息金额：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计息年利率）为8.50%，每手本期债券面值为1000元，派发利息为85元（含税）。

3、债权登记日：2020年5月29日。 截至该日收市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4、债券付息日：2020年6月1日。

三、付息办法

（一）本公司将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

付、兑息。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

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公司

将在本期债券付息日2个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证券公司或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四、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等相关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

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行人已在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

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请各兑付机构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

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 如各兑付机构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兑付机构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纳税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2018年11月7日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自2018年11月

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五、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1、 发行人：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富春路789号宋都大厦506室

联系人：郑羲亮、王嘉婧

联系电话：0571-86759621

2、 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201号

联系人：陈大庆

联系电话：0571-87903133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地址：上海市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层

联系人：徐瑛

联系电话：021-68870114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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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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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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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的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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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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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2日下午3:00。

（2）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3）会议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现场会议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五四路162号新华都大厦北楼7层公司会议室；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志国先生；

（6）会议通知情况：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25日、2020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20-027）、《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

告》（ 公告编号：2020-028）。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96,089,32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667,263,877股的29.3871％。

（1）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196,047,32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667,263,877股的29.380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42,0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667,263,877股的0.0063％。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631,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67,

263,877股的0.0947％。

3、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注册资本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066,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对票

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本提案采用特别决议表决，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符合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准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066,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对票

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本提案采用特别决议表决，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符合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准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066,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对票

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

准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066,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对

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

准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066,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对

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

准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066,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对

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

准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066,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对

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

准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6,066,3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对

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案获批

准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5,751,66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

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提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

案获批准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5,987,1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3％；反

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7％；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提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

案获批准通过。

1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002,6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7574％；反对

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2.2426％；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提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

案获批准通过。

1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5,672,52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2％；反

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提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

案获批准通过。

1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5,672,52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2％；反

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提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

案获批准通过。

1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95,672,527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9882％；反

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18％；弃权票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本提案涉及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票608,8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6.3596％；反对票2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3.6404％；弃权票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00％。

同意票超过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该议

案获批准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庞景律师、郝卿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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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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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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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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文传媒大厦6楼2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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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59,71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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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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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赵东亮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根据《公司章程》

由副董事长朱民安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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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现场出席9人，新增董事1人，授权委托3人；其中公司董事赵东亮、谢善名、温

显来因另有公务未能现场出席会议，已分别授权董事朱民安、张其洪、吴涤出席并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

件；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现场出席4人，授权委托1人；其中公司监事会主席吴卫东因另有公务未能现

场出席会议，已授权监事王慧明出席并签署本次会议相关文件；

3、 现场列席会议人员：公司副总经理刘浩、总编辑游道勤、董事会秘书毛剑波、总会计师熊秋辉；纪

委书记陈佳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审议《关于选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部分独立董事人选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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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8,638,947 99.8752 1,072,905 0.1248 0 0.0000

2、议案名称：审议《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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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733,736 99.6535 345,100 0.0401 2,633,016 0.3064

3、议案名称：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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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773,736 99.6582 305,100 0.0354 2,633,016 0.3064

4、议案名称：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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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744,136 99.6548 334,700 0.0389 2,633,016 0.3063

5、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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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744,136 99.6548 334,700 0.0389 2,633,016 0.3063

6、议案名称：审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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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484,352 99.9735 227,500 0.0265 0 0.0000

7、议案名称：审议《公司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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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6,773,736 99.6582 305,100 0.0354 2,633,016 0.3064

8、议案名称：审议《公司预计202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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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764,805 99.6102 406,015 0.3898 0 0.0000

9、议案名称：审议《关于2013年度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止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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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485,752 99.9737 226,100 0.026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审议《关于公司拟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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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9,477,352 99.9727 234,500 0.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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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5,541,0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31,809,0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72,134,267 99.6856 227,500 0.3144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49,848,978 99.9623 18,800 0.0377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2,285,289 99.0721 208,700 0.9279 0 0.0000

(三)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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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 《关于选补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部分独立董

事人选的议案》

103,097,915 98.9700 1,072,905 1.0300 0 0.0000

6

审议 《公司2019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103,943,320 99.7816 227,500 0.2184 0 0.0000

8

审议《公司预计2020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103,764,805 99.6102 406,015 0.3898 0 0.0000

9

审议 《关于2013年度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或终

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103,944,720 99.7829 226,100 0.2171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议案均获得通过，其中：议案8，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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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董龙芳、邓鑫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中文传媒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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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表决结果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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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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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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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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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普通股股东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2,272,1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2,27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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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80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480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明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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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8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钟成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总经理李红雨女士、副总经理韩传俊先生、财务负责人

俞映君女士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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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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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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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4、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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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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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6、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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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7、议案名称：2020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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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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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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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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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22,240,953 99.8599 31,200 0.1401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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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20,72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2,490,71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829,523 96.3751 31,200 3.6249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0 0.0000 5,200 10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829,523 96.9609 26,000 3.0391 0 0.000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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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71,813 69.7125 31,200 30.2875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 监事

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71,813 69.7125 31,200 30.2875 0 0.0000

9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

资金的议案

71,813 69.7125 31,200 30.2875 0 0.0000

10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71,813 69.7125 31,200 30.2875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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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其中第5、8、9、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不

存在股东回避表决的事项。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律师：谷红、詹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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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的资格、审议事项以及审议议案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现行有效《公

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议案、所做出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报备文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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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