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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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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5月7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关于以通讯

的方式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通知，要求参会董事于2019年5月10日下午13：30时前以通讯的方

式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议案进行表决，公司共有董事6人，6名董事以通讯的方式对会议的议案投

了表决票。 本次会议的召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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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议案》；

由于原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树仁先生因个人原因决定退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补提名孙智勇先生与王永臣先生、苏燕鸣女士一起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拟由上述3名人员组

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生效之日计算。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附：孙智勇先生简历

孙智勇：男，汉族，中国国籍，1963年生，本科学历。 1982年至1986年任内蒙古宁城县锅炉厂电工、业务员；1987

年至1992年任宁城老窖酒厂采购员、销售员、销售科副科长、市场开发科科长、厂长助理；1993年至2001年任内蒙古

添翼包装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2年至今任秦皇岛海涛万福环保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2012年1月至今任中国殡葬协会理事；2012年3月至今任中国殡葬协会设备用品工作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12月至

今任全国民政行指委委员、 全国民政行指委殡葬专指委副主任；2014年至今任全国殡葬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2015年7月至今任中国殡葬协会常务理事；2016年12月至今任现代殡葬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2016年12月

至今任民政部公益时报中国殡葬周刊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2018年5月至今任HQCC中国殡葬行业认证委员会副

主任。

孙智勇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孙智勇现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孙智勇未受过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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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更正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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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原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5月17日

3.�原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965 福成股份 2019/5/10

二、 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由于原独立董事候选人孙树仁先生因个人原因决定退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提名、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孙智勇先生与王永臣先生、苏燕鸣女士一起为公司第七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拟由上述3名人员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通过本次股东大会选举生效

之日计算。

三、 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 2019年4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更正补充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大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19年5月17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河北省三河市燕郊高新区福成国际大酒店四层第八会议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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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7日

至2019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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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续聘审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费用的议案 √

累积投票议案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议案 应选董事（4）人

2.01 李高生 √

2.02 李良 √

2.03 王晓阳 √

2.04 蔺志军 √

3.00 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3.01 王永臣 √

3.02 孙智勇 √

3.03 苏燕鸣 √

4.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4.01 赵文智 √

4.02 李国印 √

特此公告。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河北福成五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

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续聘审计师事务所并决定其费用的议案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

数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议案

2.01 李高生

2.02 李良

2.03 王晓阳

2.04 蔺志军

3.00 关于独立董事换届选举及下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候选人推荐名单的议案

3.01 王永臣

3.02 孙智勇

3.03 苏燕鸣

4.00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4.01 赵文智

4.02 李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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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2

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

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

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

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

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

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

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

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

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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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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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第十八届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9年第35次工作会议，对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申请获得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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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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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以下简称

“《激励计划》” ）等相关议案，并于4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等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激励计

划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即2018年10月17日至2019年4月16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

查询确认，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2019年5月6日出具的 《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在本次激励计划自查期间，除下列人员外，本激励计划

其余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前述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

的具体情况如下：

交易人姓名 内幕知情人关系 交易日期 变更方向 成交数量（股）

结余数量

（股）

何永杰 公司员工

2018/11/29 卖出 1,000 0

2018/12/28 买入 400 400

2019/01/02 买入 800 1,200

2019/01/14 卖出 1,200 0

2019/01/16 买入 500 500

2019/01/18 卖出 500 0

2019/01/29 买入 1,000 1,000

2019/02/12 卖出 1,000 0

2019/04/04 买入 400 400

2019/04/10 卖出 400 0

2019/04/11 买入 4,800 4,800

2019/04/15 卖出 3,800 1,000

何永杰未纳入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名单， 且其已出具书面说明：“本人上述买卖公司股票

行为系个人基于股票二级市场情况自行判断并决定的个人投资行为， 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进行内

幕交易的情形。 本人承诺在卖出所买入的公司股票时，将所获得的收益（如有）全部归公司所有。 ”

公司在策划本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及公司内部相关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 公司已将参与本激励

计划商议筹划、论证咨询、决策讨论等过程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 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

情形。

三、结论

综上所述，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建立了信息披露及内幕信息管理的相

关制度；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

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公司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公司在首次披露激励

计划前，未发生信息泄露的情形；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

息知情人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2、《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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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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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大岭南路18号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

公司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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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8,915,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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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0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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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董事胡明聪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7人，李胜兰女士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已向公司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卫彬先生、高级管理人员胡明聪先生、王义先生、黄楚秋先生出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58,838,439 99.9786 76,600 0.0214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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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38,439 99.9786 76,600 0.0214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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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838,439 99.9786 76,600 0.0214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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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2

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121,018 93.6039 76,600 6.3961 0 0.0000

2

《关于公司2

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121,018 93.6039 76,600 6.3961 0 0.0000

3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

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宜的议案》

1,121,018 93.6039 76,600 6.396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第1、2、3项议案均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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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合盛律师事务所

律师：夏凯、孙泳鑫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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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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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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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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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9日—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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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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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9

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1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太原市万狮京华大酒店（太原市小店区平阳路126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如

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保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9人， 代表股份666,

815,2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8.9213％。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以下简称“中小股东” ）共36人，代表股份81,943,9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8.4696％。 具

体如下：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7人，代表股份557,442,783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57.6167％；

（2）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109,372,43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3046％。

2、除董事田永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均出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除副总经理田永东先生、总会计师杨存忠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列席本

次会议之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对以下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表决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97,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24％；反对646,7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70％；弃权270,8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026,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03％；反对646,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892％；弃权270,8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305％。

2、表决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912,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46％；反对632,3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8％；弃权270,8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040,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979％；反对632,3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716％；弃权270,8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305％。

3、表决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97,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24％；反对738,822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8％；弃权1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026,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03％；反对738,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9016％；弃权178,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8,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181％。

4、表决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734,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79％；反对1,066,7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600％；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0,862,8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807％；反对1,066,722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018％；弃权1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176％。

5、表决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97,6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24％；反对688,32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32％；弃权229,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2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026,4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03％；反对688,3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8400％；弃权229,2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2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2797％。

6、表决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97,2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23％；反对632,7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9％；弃权285,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026,0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798％；反对632,7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721％；弃权285,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481％。

7、表决通过《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关联股东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太原煤炭气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山西省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824,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431％；反对647,1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4631％；弃权270,8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19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861,08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7212％；反对647,1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9015％；弃权270,8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773％。

8、表决通过《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899,1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26％；反对630,801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6％；弃权285,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1,027,91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8821％；反对630,80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7698％；弃权285,2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70,8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3481％。

会议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上述议案详细内容见2019年4月20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华鹏 刘鹏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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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和联系方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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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迁至新址办公，现将相

关变更信息公告如下：

办公地址：太原市小店区南中环街529号清控创新基地A座1003

邮政编码：030006

投资者联系电话：0351-5600968

传真号码：0351-5600964

电子信箱：lykg000968@163.com

上述办公地址及联系方式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山西蓝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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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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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

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9日（星期四）下午15：00至

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龙湖区龙江路12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许统广董事长

6、本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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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6人、代表股份164,421,15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0.620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64,043,0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00％，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378,054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4％。

（2）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任的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

过如下提案：

1、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164,316,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3％；反对104,7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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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13,9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285％；反对104,

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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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164,316,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3％；反对104,7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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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13,9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285％；反对104,

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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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同意164,316,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3％；反对104,7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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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13,9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285％；反对104,

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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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表决情况：表决情况：同意164,180,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34％；反对

241,0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4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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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77,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5.1082％；反对241,

0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8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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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1）表决情况：同意164,316,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3％；反对104,7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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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13,9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285％；反对104,

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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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163,075,6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17％；反对1,327,3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73％；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3,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8778％；反对1,327,

3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0041％；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82％。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7、关于修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163,076,1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20％；反对1,326,89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070％；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9087％；反对1,326,

89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1.9732％；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82％。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8、关于修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164,316,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63％；反对104,7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3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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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513,9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285％；反对104,

7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7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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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9、关于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为99000万元连带责任担保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164,285,5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6％；反对135,5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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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83,1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6257％；反对135,

5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7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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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2019年度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审计中介机构及内部控制

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164,286,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79％；反对116,95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11％；弃权1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483,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6566％；反对116,

95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2252％； 弃权18,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182％。

（2）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

2、律师姓名：张胜、魏亚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及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本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汕头超声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九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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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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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现发布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同意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其程序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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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的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下午14:30-17: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4日－2019年5月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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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15:00至2019年5月

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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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

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中的一种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8日（星期三）

7.�出席对象：

（1）截止2019年5月8日15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授权委托书附后）；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1号公司一楼大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审议《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审议《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审议《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审议《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11．审议《关于2019年度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注】：公司独立董事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并将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述

职。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内容见2019年4月24

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

决议公告。

其中议案6、议案8、议案10和议案11属于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股东大会将对中小股东的表决单独

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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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议案9属于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2.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6.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00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0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

11.00 《关于2019年度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9年5月9日（星期四）上午9:00� -11:30，下午14:30� -17:00；

2．登记地点：广西桂林市金星路1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持代理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持出席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书或授权委托书、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3）异地股东可将前述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 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

1．联系人：李云丽、朱烨

联系电话：0773－5829106、9109

传真号码： 0773－5838652

电子邮箱：dsh@sanjin.com.cn

2．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3．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5月10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 、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2275，投票简称：“三金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

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

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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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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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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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个人）出席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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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人： 受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

的栏目可

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2.00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00 《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6.00 《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00 《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8.00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00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10.0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事宜的议案》 √

11.00 《关于2019年度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

注：

1．请在 “表决意见”栏目相对应的“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栏中用“√” 选择一项，多选无效，不填表示

弃权。

2．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票代码：

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

2019-25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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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4月2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20），公司将于2019年

5月15日（周三）下午14:50在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11号英龙商务大厦29层公司会议室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将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提示如

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019年4月18日本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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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下午 14:50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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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15日，9:30－11:30，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15:00至2019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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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9日（星期四）

7、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9日，在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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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11号英龙商务大厦29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5、审议《关于2019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6、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审议《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8、审议《关于选举赵晓建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9、审议《关于选举张宇杰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10、审议《关于选举朱闻锦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其他事项：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将回避对议案5的表决，其余议案均为逐项表决。 除

以上议案需审议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将听取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该述职报告作为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一

个议程，但不单独作为议案进行审议。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已经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临时会议、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提案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年4月18日、4月2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欢迎广大股东就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积极发表意

见。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 √

1.00 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2.00 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5.00 审议《关于2019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

6.00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审议《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8.00 审议《关于选举赵晓建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

9.00 审议《关于选举张宇杰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

10.00 审议《关于选举朱闻锦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方式：凡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代

码卡、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传真方式登记，不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13:30-17:30至2019年5月15日（星期三）9:00-12:00，13:30-14:

30。

3、登记地点：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23号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4、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单位授权委托书和出席

人身份证；个人股东持授权委托书、股东代码卡、开户证券营业部盖章的持股凭证、出席人身份证。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电话：0755-28339057

传真：0755-89938787

地址：深圳市大工业区兰竹东路23号

邮编：518118

联系人：杨新年、韩逸

（二）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4、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0068

2、投票简称：华赛投票

3、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会议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4、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

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4日下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5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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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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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体的身份认

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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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

致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于2019年5月15日在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11号英龙

商务大厦29层会议室召开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代为对全部议案行使以下表决

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所有提案表决指示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投票表决

该列打钩

的栏目可

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 √

1.00 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2.00 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00 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00 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5.00 审议《关于2019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

6.00 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

7.00 审议《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8.00 审议《关于选举赵晓建先生为董事的议案》 √

9.00 审议《关于选举张宇杰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

10.00 审议《关于选举朱闻锦先生为监事的议案》 √

注：在“同意” 、“反对”或“弃权”项下打√。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应在本委托书签名（如委托人为单位的，请加盖单位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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