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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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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情形。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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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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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李峰先生

6、会议地点：

会议现场地点为广州市东方宾馆会展中心4号会议室。网络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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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08,463,12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8664%，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9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06,193,5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5.5278%。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5人，代表股份数量为2,269,6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86%。 经

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钟扬飞、韩必东出席会议并出

具见证意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8,457,5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6,466,715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5%；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8,457,5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6,466,715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5%；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508,457,5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6,466,715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5%；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08,457,5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6,466,715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5%；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7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8,457,5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8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6,466,715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385%；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0.00%，弃权5,6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表决结果：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钟扬飞、韩必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

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专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600408� � �证券简称：*ST安泰 公告编号：2018-030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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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办公大楼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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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2,548,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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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33.03

(四)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网址http://www.chinaclear.cn）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会议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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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6人，独立董事常青林因出差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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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56,225 99.88 392,600 0.12 0 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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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56,225 99.88 392,600 0.12 0 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一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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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56,225 99.88 392,600 0.12 0 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一七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预计负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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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883,825 99.80 392,600 0.12 272,400 0.0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一七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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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56,225 99.88 392,600 0.12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对二○一七年度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专项说明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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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56,225 99.88 392,600 0.12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一七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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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56,225 99.88 392,600 0.12 0 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一七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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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56,225 99.88 392,600 0.12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一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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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49,109 97.32 392,600 2.68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二○一八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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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56,225 99.88 392,600 0.12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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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156,225 99.88 392,600 0.12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除董事、监事、高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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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关于公司二

○

一七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14,119,109 97.29 392,600 2.71 0 0

9

关于公司二

○

一八年度 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

14,019,109 97.28 392,600 2.72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9项议案，关联股东李安民和范青玉回避表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合计为317,907,116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邓晴和李英杰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二〇一七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的人员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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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二〇一七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为本次会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山西安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444� � �证券简称：巨星科技 公告编号：2018-025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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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主持人：董事长仇建平先生

3、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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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江干区九环路35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6、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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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4,160,38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398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573,681,48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35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78,9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45％。

8、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7,702,2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1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7,223,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7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478,90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445％。

9、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大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74,129,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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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71,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62％；反对3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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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74,129,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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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71,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62％；反对3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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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74,129,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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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71,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62％；反对3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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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公司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4,129,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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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71,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62％；反对3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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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4,129,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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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71,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62％；反对3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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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74,129,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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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71,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62％；反对3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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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4,114,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20％；反对46,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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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56,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015％；反对46,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9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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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4,129,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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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71,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62％；反对3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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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工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4,129,2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6％；反对31,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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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71,1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962％；反对3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0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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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10.1、《对控股子公司日本巨星有限公司的财务资助》

表决结果：同意573,106,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4％；反对1,053,90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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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4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168％；反对1,053,

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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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对控股子公司杭州巨星钢盾工具有限公司的财务资助 》

表决结果：同意573,106,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4％；反对1,053,90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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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4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168％；反对1,053,

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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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对控股子公司龙游亿洋锻造有限公司的财务资助》

表决结果：同意573,106,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4％；反对1,053,90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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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4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168％；反对1,053,

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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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对控股子公司杭州欧镭激光技术有限公司的财务资助》

表决结果：同意573,106,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4％；反对1,053,90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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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4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168％；反对1,053,

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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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控股子公司常州华达科捷光电仪器有限公司对其控股子公司常州华达科捷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的财务资助》

表决结果：同意573,106,4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164％；反对1,053,905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8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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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64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3168％；反对1,053,

9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8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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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73,708,3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13％；反对452,005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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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250,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1315％；反对452,00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68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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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

次股东大会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其中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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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8年5月17日--2018年5月1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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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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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张亦斌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491,705,4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7690％。 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491,687,83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5.76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

表股份17,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3％。

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232,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96％。 其中：通过现场

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214,4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

17,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3％。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下述

结果为按照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的结果）：

1、《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01,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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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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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2、《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01,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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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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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3、《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01,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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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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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4、《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01,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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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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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5、《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01,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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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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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2018年度公司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01,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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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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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18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马崇基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1,313,6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47％；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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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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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通过。

8、《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马崇基先生、兰红兵先生、徐磊先生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43,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1％；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3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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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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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01,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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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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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01,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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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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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2018年-2020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1,701,43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2％；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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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753％；反对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32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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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与会董事签署的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股票代码：002756� � � �股票简称：永兴特钢 公告编号：2018-046号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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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新增临时提案议案9《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新）》。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未获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5《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与议案9《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新）》，有合计12,940股对上述两项议案同时投了同意票，因议案5与议案9为对同一事项的不同提案，上述

投票做无效票处理。

4、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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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8日上午9:

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下午3:00

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州市霅水桥路618号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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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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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

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兴江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235,554,12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5.4317%。

（二）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代理人共计1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35,

214,987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65.3375%。

（三）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339,140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942％。

（四）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

外的其他股东）共计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1,047,176�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2909%。

（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和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相关议案的核查意见和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235,527,02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

反对27,1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二）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35,554,12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三）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235,554,12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235,552,6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4%；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1,44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五）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75,0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反对235,466,119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75,0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83%；

反对959,168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17%；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未获得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六）关于2018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35,764,28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47,17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关联股东高兴江、杨辉及高兴江一致行动人永兴达实业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七）关于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235,554,12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47,17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八）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235,527,027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5%；

反对27,1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1,020,076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21%；

反对27,10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79%；

弃权0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九）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新）

同意235,466,119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81%；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75,068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959,168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17%；

反对0股，反对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弃权75,068股，弃权股数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中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583%。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会上进行述职，对2017年度出席会议情况、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方面

所做的工作等履行职责情况进行了报告。 全文详见2018年4月25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律师、张斯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

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关于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通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本

所陈鹏律师、张斯佳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下统称"法律法规")及《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就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文件及事实进行了审查和验证,�在进行审查验证过程中,�本所

假设:

1.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 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

实、准确、完整的;

2.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所有提交给本所的文件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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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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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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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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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基础上,�本所律师就题述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4月25日公告了《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7年

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5月2日公告了《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17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2017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会议通知及其补充通

知以下合称为"会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公告等文件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股权登记日等事项,� 并在

会议公告中列明了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下午2:00在湖州市霅

水桥路618号公司一楼会议室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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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8

日上午9:30至11:30和下午1:00至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7

日下午3:00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会议召开的时间和地点均符合有关会议公告的内容。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统计资料及相关验证文

件,�参加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235,214,987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5.3375%。

基于公司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本次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339,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0942%。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对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出席现场会

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公告中列明的议案逐项进行了表决,�公司按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对现场投票进行计票、监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提供了网

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有关规则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

律师核查,�除《关于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外,�会议公告中列明的其余议案均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关于本次会议的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永兴特种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公告材料,�随其他

须公告的文件一起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贰份,�并无任何副本。

通力律师事务所事务所负责人

俞卫锋 律师

经办律师

陈 鹏 律师

张斯佳 律师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