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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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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23日

以书面形式和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2020年5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与表决董事8人，实参与表决

董事8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会议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关于公司为张家港华兴金城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所属公司张家港华兴金城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金城电力” ）向国家开发

银行苏州市分行申请金额为135,000万元、期限不超过17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为其中50,000万元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华兴金城电力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由张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

投资” ）为剩余8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华兴金城电力就其中50,000万元担保向金城投资提供

反担保，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华兴金城电力49%股权向金城投资提供不超过35,000万

元的质押；同时，华兴金城电力以其依法可以出质的项目建成后享有的售电、售热产生的收入收费权及

其项下全部收益为该笔综合授信提供质押，以其依法拥有的可以抵押的项目建成后的土地、厂房、电厂

设备等全部资产为该笔综合授信提供抵押。 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抵）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

同内容为准。

二、关于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2020年6月12日以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会议审议事项为：1、关于公司为张家港华兴金城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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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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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张家港华兴金城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兴金城电力”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度：

1、本次公司为华兴金城电力提供担保金额为50,000万元，公司（含下属公司）已为其提供的担保

总额度为50,000万元（含本次担保金额）。

●公司目前对外担保总额度为3,074,832.05万元（其中：公司内部担保总额度为2,842,287.05万

元；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232,545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应反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2020年5月27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供以下担保：

公司所属公司华兴金城电力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申请金额为135,000万元、 期限不超过

17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为其中5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华兴金城电力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由张

家港市金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城投资” ）为剩余8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华兴金

城电力就其中50,000万元担保向金城投资提供反担保，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华兴金城

电力49%股权向金城投资提供不超过35,000万元的质押；同时，华兴金城电力以其依法可以出质的项

目建成后享有的售电、售热产生的收入收费权及其项下全部收益为该笔综合授信提供质押，以其依法拥

有的可以抵押的项目建成后的土地、厂房、电厂设备等全部资产为该笔综合授信提供抵押。具体业务、担

保和质（抵）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内容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华兴金城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杨舍东莱东电大道西侧，法定代表人：巩家富，注册资本：50,

000万元，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燃气经营一般

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 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公司。

截至2020年4月末，华兴金城电力资产总额14,884.75万元，负债总额4,884.75万元，净资产1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32.82%；2020年1-4月实现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未经审计）。

目前，华兴金城电力正在建设张家港华兴电力二期2×400MW（F）级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热电联

产机组工程项目，暂未开展生产与经营。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公司华兴金城电力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申请金额为135,000万元、 期限不超过

17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为其中50,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华兴金城电力为公司提供反担保；由金

城投资为剩余85,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华兴金城电力就其中50,000万元担保向金城投资提供反

担保，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华兴金城电力49%股权向金城投资提供不超过35,000万元

的质押；同时，华兴金城电力以其依法可以出质的项目建成后享有的售电、售热产生的收入收费权及其

项下全部收益为该笔综合授信提供质押，以其依法拥有的可以抵押的项目建成后的土地、厂房、电厂设

备等全部资产为该笔综合授信提供抵押。 具体业务、担保和质（抵）押的内容及方式以签订的相关合同

内容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1、华兴金城电力上述融资业务为经营发展需要，且为公司与所属公司之间提供的

担保，相关担保风险较小。2、本次担保事项由被担保方提供相关反担保，能够保障公司的利益。3、本次担

保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中有关对外担保规定的要求。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3,074,832.05万元（含本次公告担保金额，其中：

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961,842.39万元； 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总额度为791,944.66万

元；下属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88,500万元；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

度为120,000万元；公司对外部企业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12,54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129.25%、总资产的28.88%，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1,961,842.39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2.46%、总资产的18.42%。

六、公告附件

华兴金城电力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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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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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0年6月12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0年6月12日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号双喜广场26层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0年6月12日至2020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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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为张家港华兴金城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5月28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将按照要求在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相关会议资料。

2、 特别决议议案：第1项议案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57 永泰能源 2020/6/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五、 会议登记方法

凡符合条件的股东请于2020年6月10日至6月11日上午9:00－11:30，下午2:00－5:00，持股东账

户卡、本人身份证或单位证明到本公司证券事务部办理登记手续；如授权参加会议，需持委托人股东账

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1）及受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外地股东请以快

件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六、 其他事项

1、现场会议会期半天，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账户卡和相关授权资料等原件，以

便查验入场。

3、联系地址及电话

联系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9号双喜广场26层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宁方伟、徐濛

联系电话：0351－8366507、8366511� � � � �传真：0351－8366501

邮政编码：030006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0年6月12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为张家港华兴金城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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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0811

证券简称：冰轮环境 公告编号：

2020-021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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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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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于2020年5月27日在烟台市芝罘区冰轮路1号公

司二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已于2020年4月30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及www.cninfo.com.cn网站发布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采用现

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由李增群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代理人共16人，代表股份200,711,5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6.9109%，其中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为14人，代表股份1,625,5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8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长李增群先生，董事、总裁于志强先生，董事、副总裁卢绍宾，监事会主席董大文先生，监事

于静先生，财务负责人吴利利女士，董事会秘书孙秀欣先生,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王立云、王道斌律师

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审议通过董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61,987 99.2778％ 1,587,605 52.2725％

反对 127,300 0.0634％ 127,300 4.1914％

弃权 1,322,267 0.6588％ 1,322,267 43.5361％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2.00审议通过监事会2019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61,987 99.2778％ 1,587,605 52.2725％

反对 127,300 0.0634％ 127,300 4.1914％

弃权 1,322,267 0.6588％ 1,322,267 43.5361％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3.00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63,687 99.2786％ 1,589,305 52.3284％

反对 125,600 0.0626％ 125,600 4.1354％

弃权 1,322,267 0.6588％ 1,322,267 43.5361％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4.00审议通过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63,687 99.2786％ 1,589,305 52.3284％

反对 125,600 0.0626％ 125,600 4.1354％

弃权 1,322,267 0.6588％ 1,322,267 43.5361％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5.00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2019年度实现净利润357,790,994.75� � 元，根据《公司章程》

规定提取10%法定盈余公积金35,779,099.48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1,387,250,861.51�元，扣除年度内

已分配现金股利32,652,707.55元，本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1,676,610,049.23元。

以2019年12月31日总股本745,837,80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金0.50元（含税），本次

合计分红37,291,890.2元。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57,666 99.2756％ 1,583,284 52.1302％

反对 1,453,888 0.7244％ 1,453,888 47.8698％

弃权 0 0.0000％ 0 0.000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6.00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20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2019年度为公司审计，审计费用为105万元（其中：

财务报告审计费用85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20万元）。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61,687 99.2776％ 1,587,305 52.2626％

反对 125,900 0.0627％ 125,900 4.1453％

弃权 1,323,967 0.6596％ 1,323,967 43.5921％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7.00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32,066 99.2629％ 1,557,684 51.2873％

反对 1,477,788 0.7363％ 1,477,788 48.6567％

弃权 1,700 0.0008％ 1,700 0.056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8.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0年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63,387 99.2785％ 1,589,005 52.3186％

反对 125,900 0.0627％ 125,900 4.1453％

弃权 1,322,267 0.6588％ 1,322,267 43.5361％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二）累积投票议案

9.00非独立董事选举：

9.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增群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130,991 99.2125％ 1,456,609 47.9594％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9.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荣锋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190,879 99.2424％ 1,516,497 49.9312％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9.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高峰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190,377 99.2421％ 1,515,995 49.9147％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9.0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季向东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99,577 99.2965％ 1,625,195 53.5101％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0.00独立董事选举：

10.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伟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189,990 99.2419％ 1,515,608 49.9019％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0.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柳喜军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189,880 99.2419％ 1,515,498 49.8983％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0.0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步延东先生为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239,079 99.2664％ 1,564,697 51.5182％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1.00监事选举：

11.0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强先生为新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189,989 99.2419％ 1,515,607 49.9019％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11.0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卢舟先生为新一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的比例

同意 199,179,089 99.2365％ 1,504,707 49.5430％

议案以普通决议通过。

以上董事、监事简历详见2020年4月30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www.cninfo.com.cn网

站。深圳证券交易所未对三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出异议。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0年5月27日选举赵宝

国先生、舒建国先生为公司本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选举于静先生为本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董事赵宝国先生、舒建国先生，监事于静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王立云、王道斌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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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冰轮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七日

附件

赵宝国，男，1978年出生，研究生学历，工程师。曾任本公司国内营销事业部副总经理，气体压缩分公

司总经理，烟台百大集团、山东省水产供销公司总经理，顿汉布什控股集团副总裁，本公司副总裁。 赵宝

国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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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舒建国，男，1970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工程师、注册二级建造师。曾任烟台冰轮集团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国内营销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支部书记，顿汉布什控股集团副总裁，公司副总裁。舒

建国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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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于静，男，1979年出生，大学学历。 曾任本公司团委书记、办公室主任、本公司监事。 于静先生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事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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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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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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20年5月27日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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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20年5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湘海大厦12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许文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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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 代表股份总数661,573,25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数的

49.598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6人， 代表股份总数23,916,956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1.79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9人， 代表股份总数637,656,301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47.805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7人， 代表股份总数30,540,556股， 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2.28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1人，代表股份总数789,300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0.059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6人，代表股份总数29,751,256股，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2.2304％。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本次股东大会鉴证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详细表决情况如下：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以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0,193,157 99.7914 1,380,100 0.208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9,160,456 95.4811 1,380,100 4.518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预计新增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

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0,193,157 99.7914 1,380,100 0.208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9,160,456 95.4811 1,380,100 4.518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0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一）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3,239,676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关联股东三湘控股（持股279,489,084股）、黄辉先生（持股176,806,302股）、许文智先生（持股

8,675,742股）、陈劲松先生（持股3,362,353股）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二）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193,056,370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关联股东三湘控股（持股279,489,084股）、黄辉先生（持股176,806,302�股）、陈劲松先生（持股

3,362,353股）、黄建先生（持股8,859,048股）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三）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205,277,771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关联股东三湘控股（持股279,489,084股）、黄辉先生（持股176,806,302� 股）对该事项回避表

决。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四）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44,038,36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关联股东许文智先生（持股8,675,742股）、黄建先生（持股8,859,048股）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土地储备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审批对控股子公司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会计政策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39,296,014 99.7846 1,380,100 0.2154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9,160,456 95.4811 1,380,100 4.5189 0 0.0000

关联股东许文智先生（持股8,675,742股）、陈劲松先生（持股3,362,353股）、黄建先生（持股8,

859,048股）对该事项回避表决。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0,193,157 99.7914 1,380,100 0.2086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9,160,456 95.4811 1,380,100 4.5189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总表决情况 661,573,157 99.9999 100 0.0001 0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30,540,456 99.9997 100 0.0003 0 0.00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提交了《2019年度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名称：梁程、周芙蓉；

（三）结论性意见：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

2020-034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展期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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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4月1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

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

12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9）。公

司于2019年4月29日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1）。

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建筑” ）业务发展需要，三湘

建筑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五角场支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申请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的

主体授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湘源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湘源” ）以其自有房产作为

抵押物，为前述借款事项提供抵押担保。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现因该担保即将到期，公司决定将上述担保展期，拟展期至2021年3月17日。本次担保已经2020年5

月27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8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本次担保前后公司对三湘建筑提供的担保

余额均为3亿元整， 本次担保后公司2020年度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剩余9.5亿

元，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的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剩余19.5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上海三湘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6年10月7日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杨浦区逸仙路333号二楼

法定代表人 黄建

注册资本 人民币5000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专业承包钢结构工程（三级），施工总承包市政公用工程（三级），绿化养护，绿化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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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权结构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三湘（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2、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2020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604,974.29 658,775.03

负债总额 598,164.60 648,127.29

银行贷款总额 10,000.00 1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98,164.60 648,127.29

净资产 6,809.69 10,647.74

2020年1月-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879.78 45,607.50

利润总额 -5,114.49 2,270.71

净利润 -3,838.06 1,645.31

三湘建筑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为担保展期，除担保时间外，其余与前次担保协议内容一致。 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三

湘建筑业务发展需要，三湘建筑拟向兴业银行继续申请金额为人民币壹亿元整的主体授信，公司全资子

公司上海湘源以其自有的位于上海市宝山区长江西路200号101室、102室、2-4层、501室、502室房产作

为抵押物， 为前述借款事项提供抵押担保。 本公司为上述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拟展期至

2021年3月17日。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及满足项目开发的需要；

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本次担保未提供反担保。基于对三湘建筑资产

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情况的全面评估，董事会认为其信用状况良好，具备相

应的偿债能力，在担保期限内公司有能力控制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管理风险及决策，可及时掌控其资

信状况，确保担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 为上述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权益，同意上述担

保事项。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0年5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度为4.07亿元，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合并报表归属母公司净资产6.95%； 本次担保提供后上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53,

48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6.24%，其中对合并报表外公司提供的担保累计余额

为22,88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3.91%。 无逾期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

2020-035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董事李建光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0年1月7日在公司指定媒体上披露

了《关于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持有公司上市后非公开发行23,082,506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1.68%）的董事李建光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

票，减持数量不超过5,770,62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42%）。 减持期间为集中竞价交易自减持计划

预披露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大宗交易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

2020年5月5日，公司收到李建光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至2020

年5月5日，李建光董事未以任何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公司于2020年5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董事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0-027）。

2020年5月27日，公司收到李建光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李建光先

生于2020年2月5日到2020年5月27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股数5,770,627股， 占公司股本

比例为0.42%。 截至2020年5月27日，李建光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现将减持实施情况公告如

下：

一、 股东本次减持情况

（一） 股东本次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减持

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李建光

集中竞价 20200506 4.01 146,000 0.0106%

集中竞价 20200507 3.97 148,000 0.0108%

集中竞价 20200508 3.99 59,000 0.0043%

集中竞价 20200511 3.98 253,900 0.0185%

集中竞价 20200512 3.95 220,500 0.0161%

集中竞价 20200513 3.95 137,500 0.0100%

集中竞价 20200514 3.94 129,300 0.0094%

集中竞价 20200515 3.92 204,500 0.0149%

集中竞价 20200518 3.88 301,764 0.0220%

集中竞价 20200519 3.87 112,500 0.0082%

集中竞价 20200520 3.81 402,200 0.0293%

集中竞价 20200521 3.74 692,200 0.0505%

集中竞价 20200522 3.61 1,000,000 0.0729%

集中竞价 20200525 3.65 100,000 0.0073%

集中竞价 20200526 3.62 1,517,900 0.1107%

集中竞价 20200527 3.65 345,363 0.0252%

合计 5,770,627 0.4208%

（二）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股份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

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李建光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 － －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082,506 1.68% 17,311,879 1.26%

合计 23,082,506 1.68% 17,311,879 1.26%

二、 其他相关说明

（一）李建光先生本次减持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实际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规情形。

（二）除上述情形外，本次减持主体减持情况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李建光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光先生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成。

三、备查文件

1、李建光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8日

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溢价风险提示及停复牌公告

近期，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环保B端；交易代码：150324）二级市场交易价格较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的溢价幅度较高，请投资者密切关注基金份额净值。 2020年5月26日，环保B端在二级市场的收

盘价为0.641元，相对于当日0.424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到50.86%。截止2020年5月27日，

环保B端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641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

大损失。

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本基金将于2020年5月28日开市起至当日10:30停牌，自2020年5

月28日10:30复牌。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环保B端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环保B端内含杠杆机制的设计，环保B端基金份额参

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份额（基金简称：环保母基，基

金代码：164819）净值和环保A端份额（场内简称：环保A端，场内代码：150323）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

即环保B端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环保B端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

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环保B端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险、流动性风

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工银瑞信中证环保产业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5、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相关法

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证券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20050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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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长园新材料港5栋3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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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3,865,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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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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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

议由董事长吴启权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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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董事杨诚、董事杨涛、董事王福、董事毛明春、独立董事彭丁带、独立

董事赖泽侨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0人，监事白雪原、监事李伟群、监事朱玉梅因工作安排未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顾宁出席会议；总裁徐成斌、副总裁朱晓军、财务负责人王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收购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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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3,144,878 97.4707 10,592,262 2.4989 128,541 0.030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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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控股子公司珠海

达明科技有限公司收

购珠海市宏广电子有

限公司100%股权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41,487,756 79.4654 10,592,262 20.2884 128,541 0.246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为吴启权先生，与本次议案存在关联关系，其

持有公司股份87,523,105股，其未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皇甫天致、黄俐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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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