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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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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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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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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

21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菜园街1号综合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卢召义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583,557,5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24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81,983,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14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574,5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5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7,065,9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147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5,491,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4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股份1,574,51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59％。

经核查，不存在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同时参加现场投票的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对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过投

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议案1.00� �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4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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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232％；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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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2.00� � 2018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45,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2％；反对1,312,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2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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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115％；反对1,312,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8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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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3.00� �董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4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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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232％；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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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4.00� �监事会2018年度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4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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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232％；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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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5.00� � 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4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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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232％；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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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6.00� �关于续聘2019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4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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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232％；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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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7.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2,247,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55％；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2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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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5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3232％；反对1,310,1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7.67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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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8.00� �关于与东旭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所持表决权股份566,491,600股已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4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1.6693％；反对1,421,71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东所持股份的8.330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4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6693％；反对1,421,71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8.33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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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霍雨佳、任浩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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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公告编号：

2019－047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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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2］1026号）核准，同意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457,875,457股新股。 截至

2013年1月16日，本次最终发行313,650,000股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1,712,529,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670,671,339.94元。 2013年1月17日，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进行验资，并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2013]01020002号

验资报告。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共计累计使用募集资金150,850.63万元， 募集资金余额为

23,965.76万元（含募集资金存款利息收入和闲置募集资金投资银行保本理财产品产生

的收益）。

二、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经公司2018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同意将部分募集资金所获利息及购

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所获理财收益（共计7,000万元），以及原计划投资于广西海吉星

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募投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3,000万元），即将上述暂未使用的1亿

元募集资金变更投向至公司旗下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1号楼项目。 鉴于募集资

金原计划投资于天津翰吉斯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

同意将公司原天津翰吉斯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行：广

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香蜜湖支行；账户号：102004516010006893）用于新募

投项目“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1号楼项目” ，授权管理层与保荐机构及募集资

金存放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相关协议，并办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相关事宜。

募集资金变更及决策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8月31日及9月18日刊登《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三、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进展情况

2019年5月21日，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

下简称“乙方”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丙方”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

管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 甲方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专户” ）， 账号为

102004516010006893，专户仅用于甲方“深圳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1号楼项目” 募

集资金1亿元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

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3、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

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

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乙双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

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4、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周琢、覃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丙方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丙

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

单位介绍信。

5、乙方按月（每月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6、 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2,000万元或募集资金净

额的10%（孰低原则）的，甲方和乙方应及时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7、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协议的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

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8、乙方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查询和调查专户资料情形的， 甲方或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

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

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且丙方督导期结束之日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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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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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亦庄斯巴鲁大厦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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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84,885,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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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3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王玉生先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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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人，出席5人，董事 庞庆华、贺静云、陈希光、刘斌、孙志新因出差未能参加会议，独立董事史化三、王都、张毅、

高志谦因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汪栋、曾红艳因出差未能参加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3,069,559 99.9205 1,815,600 0.079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3,069,559 99.9205 1,815,600 0.079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7,957,259 99.6967 6,927,900 0.3033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7,957,259 99.6967 6,927,900 0.303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3,069,559 99.9205 1,815,600 0.079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2018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3,069,559 99.9205 1,815,600 0.079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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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3,069,559 99.9205 1,815,600 0.0795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就间接债务融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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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957,259 99.6967 6,927,900 0.3033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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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7,957,759 99.6968 6,927,400 0.3032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经营业务中为购车客户发生的消费信贷、信用卡业务、融资租赁等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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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9,614,199 99.7693 1,837,300 0.0804 3,433,660 0.1503

11、

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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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175,402 99.5209 1,815,600 0.479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方斯巴鲁汽车（中国）有限公司及下属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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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0,170,059 99.8031 1,815,100 0.1969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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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3,070,059 99.9205 1,815,100 0.0795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终止发行境外债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3,074,559 99.9207 1,810,600 0.0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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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53,389,779 99.6011 1,815,600 0.3989 0 0

7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453,389,779 99.6011 1,815,600 0.3989 0 0

9

《关于公司2019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余额的议案》

448,277,

979

98.4781 6,927,400 1.5219 0 0

10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经营业务中为

购车客户发生的消费信贷、信用卡业务、

融资租赁等提供担保的议案》

453,368,

079

99.5963 1,837,300 0.4037 0 0

11

《关于与关联方唐山市冀东物贸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及下属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372,481,

742

99.5149 1,815,600 0.4851 0 0

12

《关于与关联方斯巴鲁汽车 （中国）有

限公司及下属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额度预计的议案》

453,390,

279

99.6012 1,815,100 0.3988 0 0

13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453,390,

279

99.6012 1,815,100 0.3988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表决中，第9、10项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第 11、12� 项议案经出席本

次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其他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过半数通过。

2、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1、12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庞庆华及其一致行动人。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北一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北一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召集人的资格、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授权代

表）的资格和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庞大汽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595

证券简称：

*ST

中孚 公告编号：

2019-051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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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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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92,385,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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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699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崔红松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

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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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贺怀钦先生、独立董事吴溪先生、梁亮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瞿

霞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总会计师郎刘毅女士、副总经理宋志彬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4、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公司保荐机构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代表人刘萍女士、潘登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4、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5、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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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358,034 99.9974 27,500 0.0026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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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度金融机构授信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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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509,034 99.9197 876,500 0.0803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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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19,882 99.8962 15,500 0.1038 0 0

关联人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崔红松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开展铝产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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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1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计提相关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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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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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13、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为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申请的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

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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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2,370,034 99.9985 15,500 0.001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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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248,821 100.0000 0 0.0000 0 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50,000,000 100.0000 0 0.0000 0 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15,109,213 99.8183 27,500 0.1817 0 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714,721 96.2949 27,500 3.7051 0 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394,492 100.0000 0 0.00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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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及报告摘要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2

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

工作报告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3

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

工作报告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4

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5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

算报告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6

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4,490,782 99.8105 27,500 0.1895 0 0

7

关于公司续聘2019年

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8

关于申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 理公司

2019年度金融机构授

信业务的议案

13,641,782 93.9627 876,500 6.0373 0 0

9

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10

关于公司2019年度开

展铝产品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11

关于公司计提相关减

值准备的议案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12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

更的议案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13

关于公司为河南中孚

电力有限公司在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

州黄河路支行申请的

3,000万元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4,502,782 99.8932 15,500 0.1068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2、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3、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4、公司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5、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6、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92,358,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4%；反对27,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26%；弃权0股。

7、关于公司续聘2019年度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8、关于申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19年度金融机构授信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91,509,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97%；反对876,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803%；弃权0股。

9、关于公司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919,882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62%；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8%；弃权0股。 赞成票数达到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关联人河南豫联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崔红松先

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10、关于公司2019年度开展铝产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11、关于公司计提相关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12、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13、 关于公司为河南中孚电力有限公司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黄河路支行申请的3,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092,370,034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反对15,5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5%；弃权0股。 赞成票数达到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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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晓鸣律师 田云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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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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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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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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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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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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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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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9:30－11:30，13: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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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15:00至2019年5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象房村路50号2幢）。

4、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副董事长温立先生（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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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4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623,969,02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48.5066%。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612,071,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为47.5817%；通过网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1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11,897,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9249%。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11名，代表公司

股份数量为11,897,30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9249%。

（三）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丁伟律师、王智律师

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的表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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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议案的表决结果

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22,760,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063％；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517％；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4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389％；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58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2、《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22,760,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063％；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517％；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4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389％；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58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3、《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622,648,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7884％；反对1,05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696％；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为0.04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576,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8.9017％；反对1,058,3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8953％；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4、《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622,757,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059％；反对9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52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4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195％；反对949,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774％；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5、《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同意622,760,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063％；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517％；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4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389％；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58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6、《关于预计公司与华能集团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98,841,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7917％；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9463％；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0.26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389％；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58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07,395股股份、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

股份回避表决。

7、《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中国华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贷款的议案》；

同意98,841,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7917％；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9463％；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0.26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389％；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58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07,395股股份、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

股份回避表决。

8、《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622,757,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059％；反对9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52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4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195％；反对949,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774％；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22,760,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063％；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517％；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42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同意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389％；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58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10、《关于华能能交公司向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98,839,6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7894％；反对9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9486％；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0.26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195％；反对949,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774％；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07,395股股份、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

股份回避表决。

11、《关于全资子公司宁华世纪向华能云成保理公司申请办理融资的议案》；

同意98,841,9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8.7917％；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9463％；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为0.26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389％；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58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华能能源交通产业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300,007,395股股份、南京华能南方实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223,910,769股

股份回避表决。

12、《关于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622,757,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059％；反对9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52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4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6,1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195％；反对949,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774％；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13、《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宁华物产江山汇金E座领取预售许可证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622,760,1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99.8063％；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1517％；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0.0420％。

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688,4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9.8389％；反对946,8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9581％；弃权26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2,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2.203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丁伟律师、王智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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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新能泰山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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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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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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1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15:00至2019年5月21日15:00之

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9:30至11:30，13:00至

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9-2号蓝海大酒店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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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丁利荣。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7人，代表股份54,819,107股，占公司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5.6826%。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54,819,107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5.6826%。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4人，代表股份5,208,907股，占公司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40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方式，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4,819,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4,819,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4,819,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4,819,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4,819,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208,9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819,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208,9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819,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208,9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八）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4,819,1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5,208,90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郭恩颖律师、张淼晶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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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青岛英派斯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