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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908

证券简称：牧高笛 公告编号：

2019-021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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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江东北路475号和丰创意广场意庭楼14楼公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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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3,86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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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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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

事长陆暾华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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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董事徐静、朱小明、胡放晴、李进一、韩云钢因工作原

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张玲芳、华亚君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潘祺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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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2、议案名称：《关于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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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3、议案名称：《关于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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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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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5、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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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6、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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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45,702 99.9596 17,700 0.0404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19-2021）股东回报规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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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8、议案名称：《关于聘请财务报告审计机构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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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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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与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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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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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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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28,702 99.9209 34,700 0.079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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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关于2018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52,900 74.9292 17,700 25.0708 0 0

7

《关于制定 〈未来三

年 （2019-2021） 股

东回报规划〉 的议

案》

35,900 50.8499 34,700 49.1501 0 0

8

《关于聘请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与内控审计

机构的议案》

35,900 50.8499 34,700 49.1501 0 0

9

《关于2019年申请综

合授信及担保额度的

议案》

35,900 50.8499 34,700 49.1501 0 0

10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与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35,900 50.8499 34,700 49.1501 0 0

11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

汇业务的议案》

35,900 50.8499 34,700 49.1501 0 0

1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35,900 50.8499 34,700 49.1501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12为特别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已全部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郑上俊、王慈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牧高笛户外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950

证券简称：奥美医疗 公告编号：

2019-029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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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 5�月21日（星期二）下午 2� 时 0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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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19�年 5�月21�日上午 9:30-11:30， 下午13:00-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15:00至

2019�年 5�月21日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枝江市马家店七星大道18号奥美医疗一楼多功能厅。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会秘书杜先举先生。

6、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人，代表股份321,794,5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76.2227％。

（2）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7人， 代表股份321,760,49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6.2146％。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34,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81％。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1.00�《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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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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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2.00�《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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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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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议案3.00�《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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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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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议案4.00�《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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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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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议案5.00�《关于审议2019年年度经营预算目标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4,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7％；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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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5,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30％；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弃权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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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79％。

6、议案6.00�《关于审议＜2018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4,0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05％；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弃权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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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5,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90％；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弃权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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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9％。

7、议案7.00�《关于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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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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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议案8.00�《关于审议2019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理财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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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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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议案9.00�《关于审议2019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2,369,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2％；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9％；弃权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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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625,3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90％；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弃权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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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9％。

关联股东崔金海及其一致行动人万小香、崔辉、崔星炜，关联股东彭习云回避表决。

10、议案10.00�《关于审议＜2019年度外汇衍生品业务交易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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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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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议案11.00�《关于审议＜2019年度商品期货业务交易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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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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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议案12.00�《关于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额度授信、融资并为综合授信额度内

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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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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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议案13.00�《关于2019年度与关联方湖北枝江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

联交易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1,299,40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85％；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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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0,6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9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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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股东陈浩华及枝江市志美投资管理服务部（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14、议案14.00�《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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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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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议案15.00�《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21,765,59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0％；反对29,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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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6,82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709％；反对29,0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2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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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议案，议案12.00、13.00、15.00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同意。

本次股东大会，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余嘉美、潘思岐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致：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嘉源(2019)-04-117

受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美医疗” ）委托，北京市嘉源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股东大会” ），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019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在公司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刊登《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

召开时间、网络投票时间、会议地点、股权登记日、审议事项等内容进行了公告。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地点为湖北省枝江市马家店七星大道18号奥美医疗一楼多

功能厅。

4、 2019年5月21日，本次股东大会依前述通知所述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会秘书杜先

举先生主持。

经本所律师查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27人，代表股份321,794,594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422,176,938股的76.2227%。其中，中小股东共18名，代表股份12,655,822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422,176,938股的2.9978%。

（1）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证

明文件，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17名，代表股份321,760,49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422,176,938股的76.2146%。

（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统计并经公司确认，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通过网络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10名， 代表股份34,1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422,

176,938股的0.0081%。

2、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和本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人员依法具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

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现场投票表决结束后，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和本所一名律师

参加清点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表决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的表决权总数和表决结果。

4、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及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的

表决结果，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获得通过。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它信息披露资料一并上报及公告，未经

本所同意请勿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郭 斌

见证律师：余嘉美

潘思岐

2019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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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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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

通知和审议事项。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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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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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

4、会议召开地点：长春市南关区东头道街137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春林先生

7、会议方式：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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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同一表决

权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其中，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

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重复投票的，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表决为准。

8、会议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

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24,192,257

股，占公司总股本1,280,759,826股的48.7361%。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6,490,618

股，占公司总股本1,280,759,826股的9.8762%。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共计4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624,151,

657股，占公司总股本1,280,759,826股的48.7329%。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计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0,600股，占公

司总股本1,280,759,826股的0.0032％。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杨姗姗、王丽颖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对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会议通过以下

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24,192,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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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90,4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24,192,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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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90,4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624,192,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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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90,4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624,192,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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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90,4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92,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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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90,4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92,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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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90,4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3,354,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7%；反对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3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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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652,5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74%；

反对838,1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3,354,1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7%；反对837,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1342%；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5,652,5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3374%；

反对837,9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6624%；弃权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

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92,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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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90,4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92,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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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90,4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92,05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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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90,418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8%；

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持股

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关于选举郭春林为公司第七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57,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55,724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4%；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 郭春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2.02《关于选举封有顺为公司第七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57,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55,724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4%；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 封有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2.03《关于选举韩明为公司第七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57,3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55,724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4%；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韩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4《关于选举栾福梅为公司第七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57,5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55,924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6%；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 栾福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1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关于选举任跃英为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57,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55,923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6%；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任跃英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关于选举闫忠海为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57,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55,723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4%；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闫忠海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3《关于选举程岩为公司第七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57,3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55,723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4%；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程岩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4.01《关于选举王仁厚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57,3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55,722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4%；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王仁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14.02《关于选举白玉彪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624,157,5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4%；

其中持股5%以下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26,455,922股，占出席会议持股5%以下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6%；

上述同意票数已超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白玉彪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及其他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各

项议案的审议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京都（大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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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减持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

实施进展情况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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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于2018年12月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关于拟减持公司持有的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99），计划于本次

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遵照相关法律规定，根据证券市场情况择机以集中竞价方式

和大宗交易方式出售不超过30,200,142股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控赛格” ）股票（占华

控赛格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并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授权公司经营层指派专人负责具体操作事宜。 本

次减持计划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临时会议与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截止2019年5月21日，公司已减持华控赛格股票10,058,900股，减持比例占华控赛格总股本的0.9992%，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和要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情况

1、减持华控赛格股份情况

本次减持期间公司减持华控赛格的股份11次（每一个交易日算作一次），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均价

（元）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深圳赛格股份有

限公司

集中竞 价交

易

2019年1月23日—2019年

5月21日

4.65-7.24 5.94 10,058,900 0.9992%

大宗交易 — — — — —

其他方式 — — — — —

合 计 — — 5.94 10,058,900 0.9992%

注：上表若出现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本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所减持华控赛格股份系本公司持有的华控赛格原非流通股股份， 该部分股份

已于2009年因华控赛格实施股权分置改革而解除限售。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深圳赛格股份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71,211,746 17.01% 161,152,846 16.0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71,211,746 17.01% 161,152,846 16.01%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上表若出现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说明

1. � 本次减持计划遵守了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

〔2017〕9�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

2.�本次减持情况与公司此前预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本次减持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的情况。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华控赛格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华控赛格治理结构、持续经营产

生影响。

5.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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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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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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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21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1日。

其中：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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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11:30，13:00－

15: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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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至 2019年5月21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截止2019年5月13日（星期一）下午收市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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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2019年5月8日）。

（三）现场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群星广场A座31楼公司会议室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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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六）主持人：陈惠劼董事长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案详见2019年4月30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七

次决议公告” 、《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2018年年度报告》、《2018年年

度报告摘要》、“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

（八）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九）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和网络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投票表决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8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701,254,056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6.7515%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3

代表股份（股数） 700,655,859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70.8309%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表决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5

代表股份（股数） 598,197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0.2427%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2.参加现场会议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7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701,253,956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56.7515%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3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700,655,859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70.830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4

所代表的股份的数量（股数） 598,097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0.2427%

3.网络投票情况

3.�网络投票的总体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人数） 1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000%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A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0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0

占公司A股股份的比例 0.0000%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1

所代表的股份的数量（股数） 100

占公司B股股份的比例 0.0000%

4.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4.�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的总体情况

现场出席及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总数 （人

数）

5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总数（股数） 598,197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4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4

所代表的股份数量（股数） 598,097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484%

其中：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

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人数） 1

所代表的股份的数量（股数） 100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0.0000%

（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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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

会议议案进行了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701,254,056 100.0000% 股数： 0 0.0000% 股数： 0 0.0000% 0

其中A

股：

700,655,859 100.0000% 其中A股： 0 0.0000%

其中A

股：

0 0.0000% 0

其中B

股：

598,197 100.0000% 其中B股： 0 0.0000%

其中B

股：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598,197 0.0853%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598,197 100.0000%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701,254,056 100.0000% 股数： 0 0.0000% 股数： 0 0.0000% 0

其中A

股：

700,655,859 100.0000% 其中A股： 0 0.0000%

其中A

股：

0 0.0000% 0

其中B

股：

598,197 100.0000% 其中B股： 0 0.0000%

其中B

股：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598,197 0.0853%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598,197 100.0000%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0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701,254,056 100.0000% 股数： 0 0.0000% 股数： 0 0.0000% 0

其中A

股：

700,655,859 100.0000% 其中A股： 0 0.0000%

其中A

股：

0 0.0000% 0

其中B

股：

598,197 100.0000% 其中B股： 0 0.0000%

其中B

股：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598,197 0.0853%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598,197 100.0000%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701,254,056 100.0000% 股数： 0 0.0000% 股数： 0 0.0000% 0

其中A

股：

700,655,859 100.0000% 其中A股： 0 0.0000%

其中A

股：

0 0.0000% 0

其中B

股：

598,197 100.0000% 其中B股： 0 0.0000%

其中B

股：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598,197 0.0853%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598,197 100.0000%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0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701,254,056 100.0000% 股数： 0 0.0000% 股数： 0 0.0000% 0

其中A

股：

700,655,859 100.0000% 其中A股： 0 0.0000%

其中A

股：

0 0.0000% 0

其中B

股：

598,197 100.0000% 其中B股： 0 0.0000%

其中B

股：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598,197 0.0853%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598,197 100.0000%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701,254,056 100.0000% 股数： 0 0.0000% 股数： 0 0.0000% 0

其中A

股：

700,655,859 100.0000% 其中A股： 0 0.0000%

其中A

股：

0 0.0000% 0

其中B

股：

598,197 100.0000% 其中B股： 0 0.0000%

其中B

股：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598,197 0.0853%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598,197 100.0000%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0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701,055,409 99.9717% 股数： 198,647 0.0283% 股数： 0 0.0000% 0

其中A

股：

700,655,859 100.0000% 其中A股： 0 0.0000%

其中A

股：

0 0.0000% 0

其中B

股：

399,550 66.7924% 其中B股： 198,647 33.2076%

其中B

股：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399,550 0.0570%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198,647 0.0283%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399,550 66.7924%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198,647 33.2076%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人民币28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相

应股份类别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相应股份类

别的比例

（%）

其中未投票

默认弃权

股数： 701,254,056 100.0000% 股数： 0 0.0000% 股数： 0 0.0000% 0

其中A

股：

700,655,859 100.0000% 其中A股： 0 0.0000%

其中A

股：

0 0.0000% 0

其中B

股：

598,197 100.0000% 其中B股： 0 0.0000%

其中B

股：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598,197 0.0853%

小于5%股

东占总投

票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总投票

比例

0 0.0000% 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598,197 100.0000%

小于5%股

东占中小

股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小于5%

股东占

中小股

东投票

比例

0 0.0000% 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作了述职报告。述职报告全文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刊载的《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刘方誉、沈超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关于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十四次（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刊载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