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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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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属2020年第2次临时会议（2020年度总第4次）〕通知和议案等书

面材料于2020年6月16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2020年6月22日以现场会议方式

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中国中铁广场A座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监事5名，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5名。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张回家主持。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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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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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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69号中国中铁广场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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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5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4,196,270,216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727,995,04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1,468,27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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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77669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80103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97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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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张宗言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公司总会计师孙璀，纪委书记张建强，副总裁、总法律顾问于腾群，董事会秘书何文，联席公司秘书谭振

忠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26,488,751 99.988165 495,700 0.003895 1,010,598 0.007940

H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895,918 99.976231 496,700 0.003499 2,877,598 0.020270

2.�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26,466,251 99.987989 495,700 0.003894 1,033,098 0.008117

H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873,418 99.976073 496,700 0.003498 2,900,098 0.020429

3.�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26,466,251 99.987989 495,700 0.003894 1,033,098 0.008117

H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873,418 99.976073 496,700 0.003498 2,900,098 0.020429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A股年度报告及摘要、H股年度报告及2019年度业绩公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26,466,251 99.987989 495,700 0.003894 1,033,098 0.008117

H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873,418 99.976073 496,700 0.003498 2,900,098 0.020429

5.�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26,496,251 99.988224 465,700 0.003659 1,033,098 0.008117

H股 1,466,407,167 99.872776 1,000 0.000068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92,903,418 99.976284 466,700 0.003287 2,900,098 0.020429

6.�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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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7,085,449 99.992854 560,600 0.004404 349,000 0.002742

H股 1,468,274,167 99.999932 1,000 0.00006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95,359,616 99.993586 561,600 0.003956 349,000 0.002458

7.�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727,115,449 99.993089 488,200 0.003836 391,400 0.003075

H股 1,468,273,167 99.999864 1,000 0.000068 1,000 0.000068

普通股合计： 14,195,388,616 99.993790 489,200 0.003446 392,400 0.002764

8.�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0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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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7,115,449 99.993089 465,700 0.003659 413,900 0.003252

H股 1,468,274,167 99.999932 1,000 0.00006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95,389,616 99.993797 466,700 0.003287 413,900 0.002916

9.�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报酬、工作补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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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5,500,649 99.980402 2,122,900 0.016679 371,500 0.002919

H股 1,456,757,370 99.215624 11,516,797 0.784376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4,182,258,019 99.901304 13,639,697 0.096079 371,500 0.002617

10.�议案名称：《关于为股份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购买2020年度责任保险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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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25,201,551 99.978052 1,802,800 0.014164 990,698 0.007784

H股 1,419,531,887 96.680235 46,876,280 3.192609 1,867,000 0.127156

普通股合计： 14,144,733,438 99.636970 48,679,080 0.342900 2,857,698 0.020130

1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543,267,747 98.548654 181,008,285 1.422127 3,719,017 0.029219

H股 385,036,494 26.223729 980,504,630 66.779351 102,734,043 6.996920

普通股合计： 12,928,304,241 91.068316 1,161,512,915 8.181818 106,453,060 0.749866

12.�议案名称：《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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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87,701,009 99.683422 39,945,040 0.313836 349,000 0.002742

H股 970,319,616 66.085679 496,672,551 33.826940 1,283,000 0.087381

普通股合计： 13,658,020,625 96.208514 536,617,591 3.779990 1,632,000 0.011496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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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54,931,615 98.640293 172,714,434 1.356965 349,000 0.002742

H股 524,516,957 35.723342 942,135,210 64.166120 1,623,000 0.110538

普通股合计： 13,079,448,572 92.132992 1,114,849,644 7.853117 1,972,000 0.013891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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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61,548,407 99.477949 66,032,742 0.518799 413,900 0.003252

H股 527,289,777 35.912191 940,985,390 64.087809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188,838,184 92.903544 1,007,018,132 7.093540 413,900 0.002916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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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03,057,369 99.804072 24,523,780 0.192676 413,900 0.003252

H股 1,206,451,149 82.167919 261,824,018 17.832081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13,909,508,518 97.980021 286,347,798 2.017063 413,900 0.002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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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34,370,39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610,346,53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682,368,529 99.8668 560,600 0.0820 349,000 0.0512

其中: 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82,617,161 99.8736 231,000 0.1264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99,751,368 99.8643 329,600 0.0658 349,000 0.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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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292,

583,390

99.9296

79

560,600

0.04334

0

349,

000

0.0269

81

7 《关于聘用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292,

613,390

99.9319

98

488,200

0.03774

3

391,

400

0.0302

59

8 《关于聘用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1,292,

613,390

99.9319

98

465,700

0.03600

3

413,

900

0.0319

99

9

《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董事、监事

薪酬（报酬、工作补贴）的议案》

1,290,

998,590

99.8071

58

2,122,

900

0.16412

1

371,

500

0.0287

21

11

《关于2020年下半年至2021年上半年对外担保额

度的议案》

1,108,

765,688

85.7187

24

181,008,

285

13.9937

58

3,719,

017

0.2875

18

12 《关于发行境内外债券类融资工具的议案》

1,253,

198,950

96.8848

66

39,945,

040

3.08815

3

349,

000

0.0269

81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发行股份一般性

授权的议案》

1,120,

429,556

86.6204

58

172,714,

434

13.3525

61

349,

000

0.0269

81

14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227,

046,348

94.8630

07

66,032,

742

5.10499

4

413,

900

0.0319

99

15

《关于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议案》

1,268,

555,310

98.0720

67

24,523,

780

1.89593

4

413,

900

0.0319

9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第1至11项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第

12至15项议案属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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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史震建、谭四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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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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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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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属2020年第8次临时会议（2020年度总第10次）〕通知和议案等书

面材料于2020年6月16日以专人及发送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以现场与视频电

话连线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9名。 会议由董事长张宗言主持，公司

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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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监管中心（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的议案》，同

意成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工程监管中心（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基建办公室的议案》，同意成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基建办公室。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中铁上海局申请和南京水务集团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中铁资本收购国新国际所持中铁香港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同意中铁资

本收购国新国际所持中铁香港30%的股权，股权收购价格为9,370.65万美元（以评估备案结果为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由于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副总裁刘辉任董事的法人单位，是中国中铁的关联人，因而该项

增资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针对该项关联交易，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需待中国铁设股东会最终确定，因此公司将于

中国铁设股东会审议通过该事项后另行发布关联交易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中铁交通调整湖南省炉红山(湘鄂界)至慈利高速公路、桑植至龙山高速公路项目包

投资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城投以股份公司名义牵头建设新疆乌鲁木齐绕城高速（西线）工程PPP项目的

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中铁五局以“参股+施工模式” 投资建设山东省潍坊市GBJ-SDL科学实验综合项目

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中铁发投以股份公司名义牵头投资建设山西省太原市城市轨道交通1号线一期工程

PPP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关于中铁隧道局购置TBM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 审议通过 《关于修订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等七项制度的议

案》，同意修订《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安全健

康环保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工作规程》《中国中铁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职能部门服务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制度》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

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等七项制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修订后的《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议事规则》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安全健康环保委员会议事规则》《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险

管理委员会工作规程》《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定期报告

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 全文与本公

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解聘刘辉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职务的议案》，同意因退休原因解聘刘辉

先生公司副总裁职务。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1.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解聘程序完备，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2.同意公司董事会因退休原因解聘刘辉公司副总裁职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刘辉先生任职期间，忠实诚信、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公司及董事会、经理层对刘辉先生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工资总额清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扶贫资金使用计划和重点援建项目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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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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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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

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3

日（星期二）上午9:15至2020年6月23日（星期二）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18号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移岭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07,527,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6850％。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96,27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4.1833％；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252,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017％。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1人，代表股份2,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5、因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以视频方式对本次会

议进行了见证。

三、会议审议议案及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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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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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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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审议通过《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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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审议通过《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

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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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审议通过《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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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2019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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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9,375,000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总表决结果：同意38,152,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

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九）审议通过《关于预计2020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69,375,000股）回避本议案表决。

总表决结果：同意38,152,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

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十）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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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2020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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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3�

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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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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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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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以上通过。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

同意2,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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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移岭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7,5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李移岭先生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学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7,5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孙学军先生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郭青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7,5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郭青平先生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蔡红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7,5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蔡红军先生当选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十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蔡弘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7,5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蔡弘女士当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征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7,5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相征先生当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蒲丽丽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7,5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蒲丽丽女士当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选举通过的董事在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兴才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7,5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张兴才先生当选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2、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赵坚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107,5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77％。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如下：同意股份数:0股。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2� 以上通过，

赵坚先生当选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选举通过的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因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孙春艳律师、高媛律师以视频方

式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和《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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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环球印务”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 、“本次会议” ）于2020年6月23日下午16：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

6月16日以电话、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七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七

人（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一人，为独立董事蔡弘女士）。 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人李移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西安环球印务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一致同意选举李移岭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李移岭先生简历详见2020年6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如下人员担任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委员会 委员 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 李移岭、蔡红军、相 征 李移岭

提名委员会 相 征、蒲丽丽、郭青平 相 征

审计委员会 蒲丽丽、蔡 弘、孙学军 蒲丽丽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蔡 弘、李移岭、相 征 蔡 弘

上述各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委员简历详见2020年6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孙学军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孙学军先生简历详见2020年6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董

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聘任夏顺伟先生担任公司执行总经理，林蔚女士、赵建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

意聘任林蔚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上述人员具体工作职责不做变动，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暨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继续聘任屈颖君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

屈颖君女士简历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暨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奖金及任期奖金分配的议案》

根据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薪酬绩效考核实施细则》的绩效考核规定，依据各年度绩效标准值，公司领导班

子已完成2019年度经营考核指标及2017-2019年度任期绩效的经营考核指标，核算其2019年度及2017-2019

年度任期考核值均为A++，公司董事会同意其考核结果，并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兑现年度奖金及任期奖金。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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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环球印务”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 或“会议” )于2020年6月23日下午17: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2020年6

月16日以电话、邮件、书面通知等方式通知公司全体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三人

（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监事一人，为监事赵坚先生）。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召集人张兴才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成员一致同意张兴才担任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审议结果：经表决，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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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

会、监事会完成换届暨聘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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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环球印务” ）于2020年6月23日完成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五届监事会的换届工作，并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和证券事务代表。 2019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

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董事长和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

证券事务代表，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上述人员任期均与第五届董事会、监事会相同，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一、第五届董事会成员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四名：李移岭（董事长）、孙学军、郭青平、蔡红军；独

立董事三名：蔡弘、相征、蒲丽丽。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

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独立董

事人数不少于 3�人，且不少于董事会人数的 1/3。 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非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简历详见2020年6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换届情况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各委员会成员情况如下：

委员会 委员 主任委员

战略委员会 李移岭、蔡红军、相 征 李移岭

提名委员会 相 征、蒲丽丽、郭青平 相 征

审计委员会 蒲丽丽、蔡 弘、孙学军 蒲丽丽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蔡 弘、李移岭、相 征 蔡 弘

三、第五届监事会成员情况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包括：张兴才（监事会主席）、赵坚、刘恺（职工代表监事）。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

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经核

实，上述监事符合《公司法》有关监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

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2020年6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

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孙学军为公司总经理；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夏顺伟为执行总经理，林蔚、赵建平为公司副总经理；（个人简历详见本公告

附件）

根据董事长提名，董事会聘任林蔚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林蔚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根据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屈颖君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个人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其中董事会秘书林蔚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林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

资格提前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

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五、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29-68712188

传 真：029-88310756

电子邮箱：security@globalprinting.cn

联系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一路32号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710075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5、公司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相关人员简历

1、 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非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2020年6月1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2、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如下：

刘恺，男，1982年04月出生，中国国籍，大学本科学历，计算机技术与应用专业，助理工程师，中共党员，无

境外居留权。现任公司行政中心总监，企业管理部经理。主要工作经历：2005年7月至 2009年12月，历任公司人

力资源部劳资员、行政部环境安全专员；2010年1月至 2013年11月，历任天津环球项目专员、行政人事负责人；

2013年12月至 2020年3月，历任公司市场推广部副经理、经营管理部副经理、行政中心副总监、经营管理部经

理。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刘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职工代表监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

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没有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3、 未兼任董事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如下：

（1）夏顺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8月出生，男，硕士研究生，高级工程师，九三学社社员。 现任

公司执行总经理，西安德宝董事；天津环球董事长。主要工作经历：1999年7月2019年3月，历任西安德宝市场部

经理、市场总监、执行总经理、总经理，公司副总经理。 2019年3月至今，担任公司执行总经理，历任天津环球董

事、董事长。 曾获得“西部开发优秀创业者” 、“2011中国优秀创新企业家” 、“陕西省医药系统先进工作者” 、

第五届陕西省优秀企业家” 等荣誉称号。

（2）林蔚，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0年2月出生，女，中共党员，大专学历，会计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

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西安德宝董事，领凯科技董事，北京金印联董

事，易博洛克董事、总经理。 主要工作经历：2001年至今，历任公司会计主管，经理助理，财务部经理，总会计师

（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天津环球董事，西安德宝董事，领凯科技董事，北京金印联董事，易博洛

克董事、总经理。 曾获“陕西省国资委先进工作者” 、“陕西省财贸系统五一巾帼标兵” 、“陕西省总工会五一巾

帼标兵” 、“陕药集团十大经济人物” 等荣誉称号。

（3）赵建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8年11月出生，男，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工程师，高级生产运作

管理师，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西安德宝总经理，陕西永鑫董事长。 主要工作经历：2001年至2004年，任公司生产

部经理；2004年至2010年，任陕西永鑫副总经理、总经理；2010年至今，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陕西永

鑫董事长，天津环球董事、总经理，西安德宝总经理。

截止目前夏顺伟先生、林蔚女士、赵建平先生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林蔚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上述人员均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期限尚未届满

的情形；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没有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没有被中国

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4、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如下：

屈颖君，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4年8月出生，女，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职称。 现任公司财务中

心总监、证券事务代表、证券投资部经理、陕西永鑫财务总监、领凯科技财务总监。 2006年至今，历任公司财务

部总账会计、经理助理、副经理、财务中心副总监、总监；证券投资部副经理、经理；天津环球财务总监；陕西永鑫

财务总监；领凯科技财务总监。

截止目前，屈颖君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屈颖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0）第377号

致：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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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在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18号西安环球

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修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西安环球印务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

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召开股东大会通

知》”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现场审查了出席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提交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实进行

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于2020年5月29日召开第二十三次会议做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2020年6月1

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出了《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该《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0年6月23日下

午2:00在西安市高新区团结南路18号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由董事长李移岭先生主持，完

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6月23日上午9:15至2020年6月23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因全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需要，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无法到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本

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参会。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计4人，共计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107,527,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1.6850%，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

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2人，共计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96,27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183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人，共

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252,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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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股东代理人）以外的其

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5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为

0.0017%。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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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以

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

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3、《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4、《2020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5、《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6、《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确定2019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8,152,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50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预计2020年度向控股股东借款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陕西医药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38,152,5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500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2020年度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4、《关于修订〈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5、《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7,52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16、《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6.01�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李移岭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525,00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票。

表决结果：通过。

16.02�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学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525,00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票。

表决结果：通过。

16.03�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郭青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525,00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票。

表决结果：通过。

16.04�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蔡红军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525,00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票。

表决结果：通过。

17、《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7.01�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蔡弘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525,00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票。

表决结果：通过。

17.02�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征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525,00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票。

表决结果：通过。

17.03�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蒲丽丽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525,00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票。

表决结果：通过。

18、《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18.01�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兴才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525,00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票。

18.02�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赵坚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107,525,000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0票。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朱小辉

经办律师： 孙春艳 高媛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8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10层，邮编：100032

2020年6月23日

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西安环球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独立董事，对2020年6月23日

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公司总经理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

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末解除的情况，其

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聘任孙学军先生为公

司总经理，按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履行职责。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资格方面拥有其履行职责所具备的能力和条件，能够胜任所

聘岗位的职责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禁止任职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市场禁入处罚并且尚末解除的

情况，其提名和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本次董事会聘任夏顺伟先

生担任公司执行总经理，林蔚女士、赵建平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同意本次董事会聘任林蔚女士为第五届董

事会之董事会秘书并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按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履行职责。

三、关于《关于2019年度奖金及任期奖金分配的议案》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认为： 公司董事会拟定的2019年度公司领导班子成员的奖金分配方案及

2017-2019年度任期奖金分配方案是依据公司所处行业、经营情况、业绩目标、岗位责任、工作能力等实际情况

制定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独立董事：蔡弘 相征 蒲丽丽

2020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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