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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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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2019年4月19日（星期五）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4月18日-2019年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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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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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8日15:00-2019年4月19日15:00。

(三)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褚浚。

(四)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县小蓝经济开发区小蓝中大道 66�号公司综合大楼

三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会议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3名，代表股份326,745,461�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5836%，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10名，代表股份324,959,36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2360%。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3名， 代表股份1,786,1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476％。

（二）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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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下同） 共15名， 代表股份2,844,3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0.5535%。

（三）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律师吴洪平

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26,681,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3%；反对6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80,0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393%；反对6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26,679,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7%；反对66,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78,0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690%；反对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3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326,679,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7%；反对66,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78,0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690%；反对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3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6,677,2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68,

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76,1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022%；反对68,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9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326,681,2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4%；反对64,

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80,1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429%；反对64,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57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6,679,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7%；反对66,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78,0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690%；反对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3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股东煌上煌集团有限公司197,952,000�股、 新余煌上煌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60,000,000股、褚建庚 28,960,000�股、褚浚16,544,000�股、褚剑 16,544,000�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6,679,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71%；反对66,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2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78,0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690%；反对66,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3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6,677,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68,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76,0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987%；反对6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1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

9、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6,677,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91%；反对68,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76,0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5987%；反对68,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01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326,681,16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03%；反对64,

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2,780,001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7393%；反对64,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60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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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吴洪平先生和樊翔先生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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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盈科（南昌）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西煌上煌集团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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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补充更正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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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市公司” 或“盈峰环境” ）于

2019年4月19日披露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30），现补充更正披露如下：

一、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

1、 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将剩余募集资金17,

807.86万元（含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等收

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盈峰环境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38

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8年1月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73,

856,975股，每股面值1.00元，每股发行价格8.5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29,999,996.75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609,135,855.8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验[2017]517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开设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

金。

3、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基本情况：公司拟变更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

目、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控系统研发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以及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用途，合计变更募集资金总金额17,807.86万元（含暂时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1.5亿元闲置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等），占总募集资金净额的29.23%。

4、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目：截至2019年4月18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

金10,090.86万元，由于项目尚未完全达产，因此项目尚未实现效益，募集资金余额12,958.28万

元(含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12,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等)，本次拟

变更用途金额为12,958.28万元。

5、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控系统研发项目：截至2019年4月18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1,214.0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4,823.48万元（含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3,000万元闲置募

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等），本次拟变更用途金额为 4,823.48万元。

6、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截至2019年4月18日，该项目原计划

投入募集资金22,000万元，实际投入募集资金22,00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由闲置募集资金产生

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等余额为26.10万元，本次拟变更用途金额为26.10万元。

7、终止募投项目的原因：2018年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以152.5亿元购买了长沙

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环境” ）100%股权。中联环境是国内环卫装备

领域的龙头企业，2018年中联环境实现销售80.21亿元，净利润11.73亿元，成为公司核心的业

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发展战略将进行调整，重点发展环卫装备及环卫服务一体化业务。为

了聚焦核心主业， 公司决定终止原有的募集资金继续投入到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

新建项目和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控系统项目， 并计划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二、更正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

更正前:

截至2019年4月18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计划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金额 投入进度

1

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寿县绿色东方新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

25,005.92 22,000.00 22,000.00 100.00%

2

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

级及新建项目

宇星科技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

25,293.00 23,000.00 10,090.86 43.87%

3

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

控系统研发

宇星科技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

6,197.00 6,000.00 1,214.00 20.23%

4 补充流动资金 盈峰环境 12,000.00 12,000.00 10,018.00 83.48%

合计 68,495.92 63,000.00 43,322.86 68.77%

更正后：

截至2019年4月18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计划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金额 投入进度

1

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寿县绿色东方新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

25,005.92 22,000.00 22,000.00 100.00%

2

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

级及新建项目

宇星科技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

25,293.00 23,000.00 10,090.86 43.87%

3

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

控系统研发

宇星科技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

6,197.00 6,000.00 1,214.00 20.23%

4 补充流动资金 盈峰环境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00.00%

合计 68,495.92 63,000.00 45,304.86 71.91%

除上述补充更正事项外，《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的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037）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敬请投资者查询。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

歉意，敬请投资者谅解。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0967� � � �公告编号：2019-037号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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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1、原项目名称：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目、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控系

统研发。

2、新项目名称：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3、变更募集资金投向的金额：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上

市公司”或“盈峰环境” ）拟将剩余募集资金17,807.86万元（含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等收益）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4、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1、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盈峰环境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938号” 文核准，公司于2017年

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投资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3,856,975股，每股面值1.00元，每

股发行价格8.5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29,999,996.75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

609,135,855.85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天健

验[2017]7-101号验资报告验证。公司开设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截至2019年4月18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如下所示：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计划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金额 投入进度

1

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

寿县绿色东方新能

源有限责任公司

25,005.92 22,000.00 22,000.00 100.00%

2

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

级及新建项目

宇星科技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

25,293.00 23,000.00 10,090.86 43.87%

3

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

控系统研发

宇星科技发展（深

圳）有限公司

6,197.00 6,000.00 1,214.00 20.23%

4 补充流动资金 盈峰环境 12,000.00 12,000.00 12,000.00 100.00%

合计 68,495.92 63,000.00 45,304.86 71.91%

2、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基本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本着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公司

于2019年4月17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

意见。

截止公告日，公司拟变更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目、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

息监控系统研发的部分募集资金用途， 以及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节余募集资

金用途，合计变更募集资金总金额17,807.86万元（含暂时用于补流的1.5亿元募集资金及理财

收益和利息收入等），占总募集资金净额的29.23%。

因上述拟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在存续期间尚会产生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 具体的金额

以资金转出日银行结息后实际金额为准。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不涉及关联交易， 本次变更事项尚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本次涉及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项目为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目、 环境生

态预警综合信息监控系统研发，以及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1、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目

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目于2016年8月19日取得深圳市南山区发展和改革

局《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编号：深南山发改委备案【2016】0468号），项目计划

及实际实施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

心升级及新建项目主要对原有的77个运营中心进行升级改造，另外在全国选址新建53个新的

运营中心， 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23,000万元， 项目完全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约为19,215万

元,达产年的净利润约为5,932万元。截至2019年4月18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0,090.86

万元，由于项目尚未完全达产，因此项目尚未实现效益，募集资金余额 12,958.28万元（含暂

时用于补流的12,000万元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等）， 本次拟变更用途金额为12,

958.28万元。

截至2019年4月18日，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明细 计划投入金额（万元）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1 场地租赁及装修费用 2,244.00 493.68

2 设备、软件购置 17,138.00 8,028.79

3 项目基本预备费 1,063.00 826.74

4 项目铺底流动资金 2,555.00 741.65

合计 23,000.00 10,090.86

2、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控系统研发项目

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控系统研发项目于2016年9月1日取得顺德区发展规划和统计

局《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备案编号：2016-440606-40-03-� 007682号），项目计划

及实际实施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子公司宇星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

息监控系统研发项目主要针对物联网的环境综合信息监测与预警平台的研发、 关于水质监

测电极监测技术的研发、关于水质监测光学监测技术研发、关于气体监测光谱分析技术类技

术的研发。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6,000万元，从短期来看，该项目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截至

2019年4月18日，该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1,214.00万元，募集资金余额4,823.48万元（含暂时

用于补流的3,000万元募集资金及理财收益和利息收入等），本次拟变更用途金额为 4,823.48

万元。

截至2019年4月18日， 环境生态预警综合信息监控系统研发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对比如

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明细 计划投入金额（万元） 实际投入金额（万元）

1 场地（租赁）及装修费用 143.00 143.00

2 研发硬件费用 5,541.00 755.00

3 研发软件费用 219.00 219.00

4 基本预备费 97.00 97.00

合计 6,000.00 1,214.00

3、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公司于2018年1月16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

以募集资金17,106.80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同等金额的自筹

资金。上述投入及置换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截至2019年4月18日，建设寿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对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明细 计划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建筑工程 7,000.00 7,000.00

2 设备购置 14,000.00 14,000.00

3 安装工程 700.00 700.00

4 其他费用 300.00 300.00

合计 22,000.00 22,000.00

截至2019年4月18日，该项目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22,000万元，实际投入募集资金22,000

万元，募集资金专户由闲置募集资金产生的理财收益、利息收入等余额为26.10万元，本次拟

变更用途金额为26.10万元。

（二）终止募投项目的原因

2018年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式， 以152.5亿元购买了长沙中联重科环境产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联环境” ）100%股权。中联环境是国内环卫装备领域的龙头企业，2018年

中联环境实现销售80.21亿元，净利润11.73亿元，成为公司核心的业务。收购完成后，公司的发

展战略将进行调整，重点发展环卫装备及环卫服务一体化业务。为了聚焦核心主业，公司决

定终止原有的募集资金继续投入到环境监测全国运营中心升级及新建项目和环境生态预警

综合信息监控系统项目，并计划将该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因此，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用途变更是结合实际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项目实施情况

作出的审慎判断，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

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用途安排

（一）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用途安排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将主要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 项目建设等方面

的资本性支出和维持日常业务发展、日常运营的费用支出等，以改善公司流动资金状况，提

高公司经营效益；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偿还部分银行借款，合理降低财务成本，优化公司资

金结构。

（二）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基于经济形势、 市场环境及业

务发展需要适时做出的优化调整，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时，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

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提升经营效益，促进公司主营业务持续稳健发展。

四、公司相关说明与承诺

1、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到账超过1年；

2、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前12个月内公司不存在从事风险投资的情

况，未对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3、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12个月内公司不进行风险投资、不为控股

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

五、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出具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根据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变化、

公司业务发展规划，并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而做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

效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求和实际经营需要。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履行了必要

的决策程序，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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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减少财务费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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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

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并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上市

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决策程序

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的要求。本事项尚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对本事

项无异议。

六、关于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宜

关于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4、保荐机构意见；

特此公告。

盈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4月19日

证券代码：000789� � � �证券简称：万年青 公告编号：2019-17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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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⑴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4月19日14:30；

⑵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19年4月18日15:00

至2019年4月19日的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2019年4

月19日的9:30-11:30和13:00-15:00；

3、 现场会议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开发区京东大道399号万年青科技园公司二楼

205室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胡显坤先生；

6、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4月29日发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6人，代表股份287,929,6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6.9427%。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所持(代表)股份为262,

485,45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2.7944%；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25,444,17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148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31人，代表股份25,444,

170股，参与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数1,271,203股，合计26,715,373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4.355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总体审议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全部议案均

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表决通过。

（二）提案逐项审议情况：

1.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87,79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审议《2018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87,79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287,79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287,79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4%；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10,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2%；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908,2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693,9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199％；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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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审议《关于公司符合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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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7.01�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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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2�发行规模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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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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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4�债券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20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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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5�债券利率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20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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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6�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20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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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7�转股期限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20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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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8�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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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09�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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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0�转股股数确定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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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1�赎回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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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2�回售条款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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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3�转股年度有关权利的归属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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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4�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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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5�向原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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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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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7�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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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8�募集资金管理及存放账户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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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19�担保事项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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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7.20�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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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8.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201,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20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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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5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4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35%；

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5,1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58％；反对21,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5％；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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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6,3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4%；

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5%；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0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2％；反对24,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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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 审议《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 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承诺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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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办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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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3.审议《关于修订〈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3,240,66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15%；

反对2,399,76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35%；

弃权2,289,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9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2,026,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4484％；反对2,399,767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827％；弃权2,289,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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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68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4.审议《关于未来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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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5.审议《关于制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287,709,52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6%；

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98,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6,492,27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761％；反对21,4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1％；弃权198,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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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3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听取了《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杨思源、 陈少珠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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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江西万年青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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