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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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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于2016年2月 14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

十七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6年2月25日上午10:00在天津赛象公司会议室召开。 公司董事长张建浩先生因个人

原因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史航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五名，实际出席董事四名，全体监

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选举公司独立董事张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

各专业委会成员的议案》。

选举独立董事张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会成员。

1、审计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梅女士

委员：独立董事郭卫锋先生、董事韩子森先生

2、提名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郭卫锋先生

委员：独立董事张梅女士、董事史航先生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独立董事张梅女士

委员：独立董事郭卫锋先生、董事韩子森先生

张梅女士的任期为：自本次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重大事项处置权限管理制度〉

的议案》。

《重大事项处置权限管理制度》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2011年4月26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审议并通过的《重大事项处置权限管理制度》废止。

三、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判断有关资产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根据 《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确定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商誉、长期

应收款、发放贷款及垫款、存货，合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95,321,737.37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15年度净利润75,314,671.68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67,728,381.74元。公司在三季报公告的

业绩预计中已经涵盖了对于减值计提的预计，预期公司的年度业绩与之前公告的业绩预计一致。

《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到期换届，并向股东大会提交选举第六届董事会成员。 经公司提名委员会提名，选举史

航先生、张晓辰先生、韩子森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郭卫锋先生、张梅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郭卫锋先生、张梅女士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资格和独立性，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对本议案无异议。

五、会议以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公司拟于2016年3月14日上午9：00在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四道9号天津赛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同日披露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附件：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董事候选人简历：

史航先生：1968年生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级工程师。 历任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

任兼人力资源部经理，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赛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天津赛象工

业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天津赛象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广州市井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长，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843,75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惩戒；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晓辰先生：1988年生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在读，助理工程师。 历任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项目经理。 现担任天津逸云动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天津甬金通达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其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张晓辰先生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张建浩先生系父子关系。

韩子森先生：1963年生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 历任天津市大成五金厂技术

干部，天津市橡胶制品一厂助理工程师，天津海豚橡胶集团有限公司技改部副部长、工程师，天津市万向橡塑机械有

限公司董事，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技术中心主任、副总经理。 现任广州市井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董事，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现持有本公司股份759,375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

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郭卫锋，男，1979年生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民建会员。南开大学法学硕士，企业管理博士在读。2001

年取得律师资格并执业，历任天津金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证券业务总监等，高级职称。 现任天津金诺（北京）

律师事务所主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并担任天汽模独立董事，兼任职务包括：天津民建财经委员会秘书长、中国股权

和创业投资专委会理事、天津创业投资协会理事、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协会理事等。

其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梅，女，1970年生人，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会计学专业管理学博士学历、学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

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中国注册税务师执业资格。 历任天津市新华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主任会

计师和所长，正高级会计师职称。 本公司独立董事。

其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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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公司

2015

年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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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为真实反映公司截止2015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及2015度经营成果，公司

于2016年初对2015年末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各类资产进行了全面清查，并对各类应收款项、发放贷款及垫款的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现值、存货的可变现净值、固定资产的可收回金额、商誉是否减值等进行了减值测试，判断存在可能发

生减值的迹象，对可能发生减值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

二、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商誉、长期应收款、发放贷款及垫款、存货，合计计

提减值准备金额为95,321,737.37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2015年度净利润75,314,671.68元，合并报

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67,728,381.74元。 公司在三季报公告的业绩预计中已经涵盖了对于减值计提的预

计，预期公司的年度业绩与之前公告的业绩预计一致。

本次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准。

三、本次计提减值准备情况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总额为95,321,737.37元，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的比例超过50%。

对单项资产计提的减值准备金额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绝对值的比

例在3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依规定列表说明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资产可回收金额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依据

本期计提数额 计提原因

应收账款 479,536,514.18 377,832,950.21

根据公司制定的具体会计政

策和会计估计， 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项及单项金额虽不

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公司制定的具体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 单项金

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 按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项及单

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

50,221,505.39

按 账 龄 分 析

法、 余额百分

比法测算发生

减值

其他应收

款

8,866,858.93 7,934,054.24

根据公司制定的具体会计政

策和会计估计， 单项金额重

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款项、 按组合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项及单项金额虽不

重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根据公司制定的具体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 单项金

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

备的应收款项、 按组合计

提坏账准备的应收项及单

项金额虽不重大但单项计

提坏账准备

143,248.27

按 账 龄 分 析

法、 余额百分

比法测算发生

减值

商誉 111,267,258.28 99,516,124.08

按预计未来五年及以后现金

流量现值低于原商誉入账价

值部分计提减值损失

按预计未来五年及以后现

金流量现值低于原商誉入

账价值部分计提减值损失

11,751,134.20

对长期股权投

资商誉单独进

行减值测试，

根据测算结果

计提

长期应收

款

40,160,063.56 8,032,012.71

根据涉及客户的运营状态进

行分析

按照专业律师师事务所出

具的评估意见计提

32,128,050.85

按照专业律师

师事务所出具

的评估意见，

单独测算发生

减值

发放贷款

及垫款

108,000,000.00 106,380,000.00

依据《金融企业准备金计提

管理办法》（财金 [2012]20

号）计提

依据《金融企业准备金计

提管理办法》（财金[2012]

20号）计提

945,000.00

单独测算发生

减值

存货 269,286,189.76 268,866,407.64

根据公司制定的具体会计政

策和会计估计， 期末按存货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提取

存货跌价准备

根据公司制定的具体会计

政策和会计估计， 期末按

存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

低提取存货跌价准备

132,798.66

单独测算发生

减值

小计 1,017,116,884.71 868,561,548.88 95,321,737.37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资产减值准备计提遵照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本次计提

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依据充分，公允的反映了截至2015年12月31日公司财务状况、资产价值及经营成果。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审计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计提大额资产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3、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2�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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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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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是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3.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3月14日上午9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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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14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3月13日下午15:00至2016

年3月14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16年3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公司全

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7.会议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四道9号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1.1�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1.1.1�选举史航先生为公司董事；

1.1.2�选举张晓辰先生为公司董事；

1.1.3�选举韩子森先生为公司董事；

1.2�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1�选举郭卫锋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1.2.2�选举张梅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2.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监事会的议案》（此议案实行累积投票制）；

2.1�选举贾志颖女士为公司监事；

2.2�选举王佳女士为公司监事；

议案1、2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交所备案

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可进行表决，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刊登于本公告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

资讯网。

上述第1、2项议案的表决应采取累积投票制进行，即每一股份拥有与应选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

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分开使用，但不得超过其拥有董事或监事选票数相应的最高限额，否则该议案

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该议案须经参加投票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股东大会选举非独

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时将分别进行。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4年修订）》的要求，上述议案需对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以外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将结 果在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中单独列示。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和深圳证券代码卡。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深圳证券代码卡、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须加盖公司公章）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3）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

信函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2016年3月13日，上午9:00-11:30，下午14:30-16:00。

3．登记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环外)海泰发展四道9号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300384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地址为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会务常设联系人：朱洪光、王佳

电话号码：（022）23788188-8308

传真号码：（022）23788199� � � � � � � � �电子邮箱：tstzqb@sina.com

2.会议费用：

与会代表在参会期间的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其他备查文件

附：授权委托书格式文本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26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337。

2.投票简称：“赛象投票” 。

3．投票时间：2016年3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4.股东可以选择以下两种方式之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1）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

（2）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

5.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网络投票专用界面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登录证券公司交易终端选择“网络投票” 或“投票” 功能栏目；

（2）选择公司会议进入投票界面；

（3）根据议题内容点击“同意” 、“反对” 或“弃权” ；对累积投票议案则填写选举票数。

6．通过证券公司交易终端以指定投票代码通过买入委托进行投票的操作程序：

（1）在投票当日，“赛象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2）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3）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100元代表总议案，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依此

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

股东大会对多项议案设置“总议案” 的（总议案不包含累积投票议案）， 对应的议案号为100， 申报价格为

100.00元。 股东大会上对同一事项有不同议案的（即互斥议案，例如不同股东提出的有差异的年度分红方案），不得

设置总议案，并对议案互斥情形予以特别提示。

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2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2.00元代表对议案2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2.01元代

表议案2中子议案①，2.02元代表议案2中子议案②，依此类推。 如议案2为选举独立董事，则2.01元代表第一位候选

人，2.02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对于选举董事、监事议案采用累积投票的，如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分别选举，需设置为两个议案，如议案3为

选举独立董事，则3.01元代表第一位候选人，3.02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如议案4为选举非独立董事，则4.01元代表第

一位候选人，4.02元代表第二位候选人，依此类推。

表1股东大会议案对应“委托价格”一览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议案1 《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1中子议案① 史航 1.01

议案1中子议案② 张晓辰 1.02

议案1中子议案③ 韩子森 1.03

议案2 《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2中子议案① 郭卫锋 2.01

议案2中子议案② 张梅 2.02

议案3 《关于换届选举监事会的议案》

议案3中子议案① 贾志颖 3.01

议案3中子议案② 王佳 3.02

（4）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不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

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在“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投给某候

选人的选举票数。

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

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不视为有效投票。

表2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表3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股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股

… …

合计 该股东持有的表决权总数

（5）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6）对同一议案的投票以第一次有效申报为准，不得撤单。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3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6

年3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4

年9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 （个人 ），出席天津赛象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

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1、 审议《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的议案》

董事候选人 累积表决票数 赞成（股）

史航先生

张晓辰先生

韩子森先生

（说明：此议案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表决即每位股东持有的表决权的股数与应选举董事人数之

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额下自主分配。 ）

独立董事候选人 累积表决票数 赞成（股）

郭卫锋先生

张梅女士

（说明：此议案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表决即每位股东持有的表决权的股数与应选举独立董事人

数之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额下自主分配。 ）

2、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监事会的议案》

监事候选人 累积表决票数 赞成（股）

贾志颖女士

王佳女士

（说明：此议案表决时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累积投票表决即每位股东持有的表决权的股数与应选举监事人数之

积，对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时应在累积表决票总额下自主分配。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注：

1.如欲投票同意提案，请在“同意”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如欲投票反对提案，请在“反对” 栏内相应地方填

上“√” ；如欲投票弃权提案，请在“弃权” 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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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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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2月14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

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16年2月25日下午2：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三人，实到三人，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规定。 监事会主席主持了会议。 与会监事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对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 判断有关资产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 根据 《企业会计准

则》的有关规定确定需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资产主要为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商誉、长期

应收款、发放贷款及垫款、存货，合计计提减值准备金额为95,321,737.37元，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将减少公司

2015年度净利润75,314,671.68元，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减少67,728,381.74元。公司在三季报公告的

业绩预计中已经涵盖了对于减值计提的预计，预期公司的年度业绩与之前公告的业绩预计一致。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决议程序合法，依据充分；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

公司实际情况，计提后更能公允反映公司资产状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关于计提公司2015年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换届选举监事会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成员到期届满，根据有关规定，对监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选举付朝霞女士、王佳女士、贾志颖

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候选人（其中付朝霞女士为职工代表监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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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6年2月26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付朝霞女士：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1998年9月至今在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工作，现任经理办公室行政主管，为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其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佳女士：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02年至今在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知

识产权部、证券部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司监事。 其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贾志颖女士：197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天津市化工原料总公司综合分公司会

计主管，天津新星文教学具有限公司财务经理，GMPT（天津）发展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现任天津赛象酒店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公司监事。 其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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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结果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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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4日召开2016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付朝霞女士当选为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任期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监事的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26日

附：付朝霞女士简历：

付朝霞女士：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专科学历。 历任天津公用局下属企业出纳，1998年9月

至今在天津赛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现任经理办公室行政主管，为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其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

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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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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6年2月25日(星期四)�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2月24日～2016年2月25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2月

25日0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2月2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

开前一日）15:00～2015年2月25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伯豪瑞廷酒店5层会议室瑞祥厅。

（三）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徐虹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星美联合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股权登记日：2016年2月22日。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326人(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有13人，通过网络投票的有313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9,763,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761,3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

（三）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002,4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2%。

（四）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授权代表3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9,763,7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70%。

（五）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相关中介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特别议案，需经全体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

通过，且需分类计算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并披露。

（二）欢瑞世纪（天津）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青宥仟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深圳弘道天瑞投资

有限公司回避本次所有议案的表决，他们所持股份不计入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三）表决结果

1、议案1.00、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件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议案2.00、关于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议案3.01、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4、议案3.0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5、议案3.03、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6、议案3.04、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7、议案3.05、发行数量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8、议案3.06、上市地点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9、议案3.07、锁定期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0、议案3.08、期间损益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1、议案3.09、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2、议案3.10、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3、议案4.01、发行种类和面值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4、议案4.0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5、议案4.03、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6、议案4.04、配套融资金额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7、议案4.05、发行数量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8、议案4.06、上市地点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19、议案4.07、锁定期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0、议案4.08、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1、议案4.09、本次发行股份配套融资决议的有效期限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2、议案5.01、盈利预测期间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3、议案5.02、盈利预测承诺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4、议案5.03、盈利预测补偿

同意29,541,30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25%；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3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541,30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5%；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95,8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5、议案6.00、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6、议案7.00、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告[2008]14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相关规定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7、议案8.00、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借壳上市相关规定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8、议案9.00、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9、议案10.00、关于与欢瑞世纪全体股东签订《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0、议案11.00、关于与欢瑞联合、弘道天华、青宥仟和、青宥瑞禾签订《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1、议案12.00、关于与欢瑞世纪全体股东签订《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

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2、议案13.00、关于与欢瑞世纪全体股东签订《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3、议案14.00、关于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4、议案15.00、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的公允性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5、议案16.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

同意29,637,15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7%； 反对126,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9,637,15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7%；反

对126,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及指派胡华伟、陆宏宇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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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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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星美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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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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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6年2月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龙口市南山宾馆贵宾楼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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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507,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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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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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由程仁策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

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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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7人，董事宋建波先生、独立董事梁叔全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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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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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42,569 66.24 40,653,259 32.39 1,711,900 1.3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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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71,805 64.59 40,449,509 32.22 3,986,414 3.19

3、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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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92,469 66.20 42,248,559 33.66 166,700 0.14

3.02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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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036,969 66.16 42,252,559 33.66 218,200 0.18

3.03议案名称：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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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727,569 65.91 42,780,159 34.09 0 0.00

3.04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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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42,969 66.00 42,516,959 33.87 147,800 0.13

3.05议案名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调整机制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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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13,769 65.98 42,533,859 33.88 160,100 0.14

3.06议案名称：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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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42,169 66.08 42,357,959 33.74 207,600 0.18

3.07议案名称：本次重组相关补偿方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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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60,819 66.33 42,065,909 33.51 181,000 0.16

3.08议案名称：期间损益安排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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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06,019 66.29 42,103,009 33.54 198,700 0.17

3.09议案名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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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47,119 66.24 42,154,009 33.58 206,600 0.18

4、议案名称：关于调整支付方式及募集配套资金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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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56,569 66.01 42,310,283 33.71 340,876 0.28

5、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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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20,069 66.06 42,218,983 33.63 368,676 0.31

6、议案名称：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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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76,569 66.03 42,300,683 33.70 330,476 0.27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南山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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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35,069 66.07 42,152,283 33.58 420,376 0.35

8、议案名称：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全文及摘

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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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07,019 66.21 42,058,433 33.51 342,276 0.28

9、议案名称：关于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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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139,319 66.24 42,031,333 33.48 337,076 0.28

10、议案名称：关于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怡力电业资产包补充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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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03,069 66.05 42,328,383 33.72 276,276 0.23

11、议案名称：关于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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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76,819 70.09 37,001,333 29.48 529,576 0.43

12、议案名称：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

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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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06,769 65.97 42,268,483 33.67 432,476 0.36

13、议案名称：关于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审计、评估等相关文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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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80,669 66.03 42,134,483 33.57 492,576 0.40

14、议案名称：关于并购重组摊薄档期每股收益的填补回报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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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782,519 69.94 37,254,133 29.68 471,076 0.38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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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885,069 66.03 42,245,383 33.65 377,276 0.3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关联股东南山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 以上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2/3以上通过。 议案

1-10、12、13、15未获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议案11、14获得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2/3以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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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本次重组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的议案

83,142,569 66.24 40,653,259 32.39 1,711,900 1.37

2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涉及关联交易事

项的议案

81,071,805 64.59 40,449,509 32.22 3,986,414 3.19

3.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83,092,469 66.20 42,248,559 33.66 166,700 0.14

3.02 发行对象及发行方式 83,036,969 66.16 42,252,559 33.66 218,200 0.18

3.03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定价依据和

发行价格

82,727,569 65.91 42,780,159 34.09 0 0.00

3.04 发行数量 82,842,969 66.00 42,516,959 33.87 147,800 0.13

3.05

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价格调

整机制

82,813,769 65.98 42,533,859 33.88 160,100 0.14

3.06 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及上市安排 82,942,169 66.08 42,357,959 33.74 207,600 0.18

3.07 本次重组相关补偿方案 83,260,819 66.33 42,065,909 33.51 181,000 0.16

3.08 期间损益安排 83,206,019 66.29 42,103,009 33.54 198,700 0.17

3.09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有效期限 83,147,119 66.24 42,154,009 33.58 206,600 0.18

4

关于调整支付方式及募集配套资金

不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的议

案

82,856,569 66.01 42,310,283 33.71 340,876 0.28

5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四条规定的议案

82,920,069 66.06 42,218,983 33.63 368,676 0.31

6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

议案

82,876,569 66.03 42,300,683 33.70 330,476 0.27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南山集团及

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

公司股份的议案

82,935,069 66.07 42,152,283 33.58 420,376 0.35

8

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83,107,019 66.21 42,058,433 33.51 342,276 0.28

9

关于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的议案

83,139,319 66.24 42,031,333 33.48 337,076 0.28

10

关于与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发行股份购买怡力电业资产包补充

协议》的议案

82,903,069 66.05 42,328,383 33.72 276,276 0.23

11

关于签署《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的议

案

87,976,819 70.09 37,001,333 29.48 529,576 0.43

12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

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

案

82,806,769 65.97 42,268,483 33.67 432,476 0.36

13

关于与本次重组有关的审计、评估等

相关文件的议案

82,880,669 66.03 42,134,483 33.57 492,576 0.40

14

关于并购重组摊薄档期每股收益的

填补回报的议案

87,782,519 69.94 37,254,133 29.68 471,076 0.38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事

宜的议案

82,885,069 66.03 42,245,383 33.65 377,276 0.32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凌浩、穆铁虎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1、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相关议案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一、备查文件目录

1、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浩天信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