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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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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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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2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2月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2月15日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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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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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

月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2月15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306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ZHU�WEI(朱伟)先生

5．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815,04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659%。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50,802,14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9504%。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655,0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84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田璧、张丽欣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0,814,245股（其中现场投票50,802,145股同意，网络投票12,100股同意），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8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5,654,2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59%；反对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2、见证律师：田璧、张丽欣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

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国浩京证字[2019]第0033号

致：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召开的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博创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要求，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公司已向本所律师提供了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必要的文件资料， 本所律师对该等文件和资

料进行了核查、验证，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必备文件， 随其他公告文件

一起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及勤勉尽责精神，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过程。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是由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1月2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决议作出。

2、2019年1月29日，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博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3、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出席对象、审议事项、会

议登记方法等内容。

4、本次股东大会于2019年2月15日14:30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亚太路306号公司一楼会议

室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伟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通知公告的内容一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1、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签到表、股东账户登记证明、身份证明，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2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为50,802,1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0.9504%。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统计，在网络投票期间通过网络投票平台进

行表决的股东共3名，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为1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所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召集人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本所律师的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相符，本次股东大会收到议案

的程序和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

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

式进行表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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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人数、所持表

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 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按照

《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了监票，会议主持人当场予以宣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

议主持人、董事会秘书和记录人在股东大会会议记录上签名。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的表决结果以及信息公司统计的网络投票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50,814,24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800股

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

国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经办律师： 田 璧

负 责 人：刘 继

二O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张丽欣

证券代码：000652� �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9-18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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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2月15日14: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报告厅（天津市滨海新区第二大街62号

MSD-B1座15层1503）。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胡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7人，代表股份490,234,45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3.223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489,580,65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79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24人，代表股份653,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3%。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签署〈北辰厂区国有土地与房屋征收与补偿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0,115,2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7%；反

对11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关于公司拟非公开发行绿色企业债券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90,105,5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7%；反

对123,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2%；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赵力峰、贺维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2月16日

股票代码：601919� � � �股票简称：中远海控 公告编号：临2019-006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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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05号）核准，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非

公开发行2,043,254,870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3.7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723,503,

408.6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702,574,083.11元。

2019�年 1�月 22�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募集资金到账事项出

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9BJA130001号），确认募集资金到账。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

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相关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在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行营业部（以下简称“开户行” ）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公司与保

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及开户行于2019年2月15日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

《三方监管协议》的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截至2019年2月1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和存储情况为：

开户行 账号 金额（人民币元）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

行营业部

03332200040051838 7,702,574,083.11

合计 7,702,574,083.11

三、《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以下称“甲方” ）与开户行（以下称“乙方” ）、中金公司（以下称“丙方” ）签署的

《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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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332200040051838，截至2019年2月11日，专户余额为770,257.408311万元。该专户仅用于甲方

“用于支付 5�艘已在建集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艘运力 13,800TEU）” 、“用于支付 4�艘

已在建集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单艘运力 14,568TEU）” 、“用于支付 5�艘已在建集装箱船

舶所需造船款 （单艘运力 20,119TEU）” 、“用于支付 6� 艘已在建集装箱船舶所需造船款

（单艘运力 21,237TEU）” 等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对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部分募集资金可以以不同期限的定期存单方式存储， 并及

时通知丙方。 甲方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

以存单方式续存，并通知丙方。甲方存单不得质押。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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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章。

（三）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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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

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

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魏先勇、余燕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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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

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15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丙

方。

（六）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

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

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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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将相

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三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

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

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

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十）本协议适用中国法律并按中国法律解释。三方同意，由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

关的任何争议应由争议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争议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经任何一方要求，争

议将交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其仲裁规则和程序在北京仲裁。 三方同意适用仲

裁普通程序，仲裁庭由三人组成。仲裁的裁决为终局的，对争议方均具有约束力。

（十一）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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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日起失效。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813� � � � �证券简称：德展健康 公告编号：2019-011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1/2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杜业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2月15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2019年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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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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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2月14日15:00至2019年2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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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会议地点：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145号建国饭店宴黄宫601会议室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1,549,939,76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9.1480％。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股份1,135,793,702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67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414,146,06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476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28,855,3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4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8,847,33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4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8,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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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1、关于修订《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9,939,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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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855,3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议案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9,939,7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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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8,855,3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议案3、关于调整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49,378,1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38％；反对561,6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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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293,7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5642％；反对561,6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3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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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常娜娜、康晨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

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九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5日

证券代码：000333� � � �证券简称：美的集团 公告编号：2019-020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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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变更或否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2月15日下午14：3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总部大楼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朱凤涛先生

6.网络投票时间： 2019年2月14日一2019年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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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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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下午15:00一2019年2月15日下午

15:00。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1名， 代表股份3,

632,698,8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55.206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6名，代表股份2,799,489,295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2.544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95名，代表股份833,209,552股，占公司股份的12.6624%。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名称 类别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议案

1

公司章程修正案

（2019�年 1�月）

整体 3,630,872,682 99.9497% 332,897 0.0092% 1,493,268 0.0411%

中 小 投

资者

1,236,829,409 99.8526% 332,897 0.0269% 1,493,268 0.1205%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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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议案的表决，公司未知上述出席本次会议持有5%以下股份的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中的一致行动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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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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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089� � � � �证券简称：新海宜 公告编号：2019-012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2月15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的通知，张亦斌先生和马玲芝女士将其质押的本公

司部分股份办理了延期购回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办理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2019年2月14日， 张亦斌先生和马玲芝女士将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延期购回交

易，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姓

名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原质押到期

日

质押延期后

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用途

张亦斌 是

1,799.99

2017年10月

23日

2018年10月

23日

2019年3月29

日

上海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7.25%

资金需

求

3,240

2016年10月

19日

2018年10月

19日

13.06%

3,239.99

2016年10月

31日

2018年10月

31日

13.06%

380

2018年7月30

日

2018年10月

19日

1.53%

380

2018年7月30

日

2018年10月

31日

1.53%

马玲芝 是

1,500

2018年8月23

日

2018年10月

19日

2019年3月29

日

上海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

6.63%

资金需

求

1,500

2018年8月24

日

2018年10月

31日

6.63%

合计 一 12,039.98 一 一 一 一 25.38% 一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张亦斌先生和马玲芝女士。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亦斌先

生持有公司股份248,136,1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5%，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47,599,832股，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99.78%，占公司总股本的18.01%，剩余未质押的536,274股，均不存在

证券质押或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的情形。马玲芝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26,299,84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16.46%，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69,00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74.68%，占公司

总股本的12.29%，剩余未质押的57,299,842股，均不存在证券质押或司法冻结等权利受限的情

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74,435,94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34.51%，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416,599,832股，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87.81%，占

公司总股本的30.31%。

2、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质押的股份目前均不存在平仓风险，质押风险可控。如后续出

现平仓风险，张亦斌先生、马玲芝女士将采取补充资金、补充质押、解除质押等方式应对，公

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

次质押延期购回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明细表》；

2、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购回交易申请表》。

特此公告。

新海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438� � � �证券简称：江苏神通 公告编号：2019-010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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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

投资者指除以下股东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1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2月15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2月14日至2019年2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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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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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2月14日下午15:00至2019年2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2号基地三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9年2月11日

7、现场会议主持人：吴建新

8、会议的合法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召开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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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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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授权代表共计15人[其中股东湖州风林

火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委托王懿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股东张逸芳女士

委托吴建新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股东张立宏先生委托章其强先生参加会议并行使

表决权]，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0,215.5522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41.615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20,

198.7022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41.5806%。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16.8500万股，占

公司总股份数的0.0347%。

4、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33.3500万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0687%。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通力律师事务所陈鹏、朱嘉靖律

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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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表决：

1、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赞成：20,215.0322万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5200万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6%。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赞成：32.8300万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8.4408%；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5200万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92%。

四、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对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发表如下意见：

经本所律师核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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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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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神通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2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