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 5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002207

证券简称:ST准油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71

星期五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公告编号:2019-046

证券代码：002636

证券简称：金安国纪

公告编号：2019-030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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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11: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一2019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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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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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15:00至2019年5月16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新疆阜康准东石油基地公司第四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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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德安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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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代理人共计34人，代表股份 61,365,
47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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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共计6人，代表股份57,975,88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4.2397%。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8人， 代表股份3,389,59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172%。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除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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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人，代表股份3,429,592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43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67%。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8人， 代表股份3,389,592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172%。
公司董事长孙德安，副董事长李岩，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吕占民、独立董事朱明出
席了现场会议；董事万亚娟、朱子立、张扬和独立董事李阳通过电话会议接入方式参加，独立董
事汤洋因在国外出差无法参加；监事会主席佐军、监事赵树芝、艾克拜尔买买提出席了现场会
议，监事宋美璇、宋凌霄通过电话会议接入方式参加；总经理简伟，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张超，
副总经理兼安全总监杨宏利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董事朱明、顾玉荣、王京伟进行
了述职。
北京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大千、汤士永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3,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0%；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0%；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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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266%；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8%；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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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
2、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3,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0%；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0%；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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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266%；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8%；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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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
3、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3,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0%；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0%；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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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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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3,217,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266%；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8%；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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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3,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0%；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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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272%；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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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3,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0%；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0%；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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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266%；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8%；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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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
6、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3,7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0%；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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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272%；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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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3,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0%；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0%；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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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266%；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8%；弃权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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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融资并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153,7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50%；反对211,7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34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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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8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266%；反对211,72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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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新增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15,49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96.2379%；反对211,702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3.76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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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7,8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272%；反对211,702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17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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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张大千、汤士永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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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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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增加临时议案和变更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松江工业区宝胜路33号）；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6日上午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
15日15:00至2019年5月1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韩涛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08,218,73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8103%。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表共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05,121,41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3848%；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97,32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255%。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97,42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25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蕾、刘
雯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及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08,209,21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81%；
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87,90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6926%；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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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508,209,21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81%；
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87,90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6926%；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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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508,209,21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81%；
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87,90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6926%；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4、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08,209,21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81%；
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87,90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6926%；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8,209,21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81%；
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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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5月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静安区永和路118弄15号一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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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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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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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15日至2019年5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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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日2019年5月16日上午9:30
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5月15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
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嘉善县经济开发区泰山路1号，公司办公大楼四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众成” 或“
公司” ）董事
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健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9日。
7、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 （代表股东11
名），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份总数为7,842.332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8.6581%。
本次担保事项的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属于关联担保。但因公司的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陈大魁先生同时为众立合成材料的股东， 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陈健先生为陈大
魁先生之子，从谨慎原则出发，审议下列第11项提案时已回避表决（其他议案无需回避表决），
且未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陈健先生持有公司股份6,339.0329万股）。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名（代表股东6名），代
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份总数为6,798.3425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7.5055%。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5人， 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份总数1,
043.9900万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52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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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情
况：
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6人，代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的股份总数1,096.4521万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1.2105%。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
认真审议，审议了以下议案，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840.1225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2.2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840.1225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2.2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840.1225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2.2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7,840.1225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2.2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094.2421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984%；2.2100万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16%；0.0000万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2018年度的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以截止2018年末的公司总股本905,779,387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3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人民币27,173,381.61
元（含税），分配后剩余未分配利润转入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増股本分配。
表决结果：7,840.1225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2.2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0.0000万股弃权，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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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主持。现场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094.2421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984%；2.2100万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16%；0.0000万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聘期1年，自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7,840.1225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18%；
2.2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2%；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094.2421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984%；2.2100万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016%；0.0000万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2018年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7,839.7225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7%；
2.6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093.8421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20%；2.6100万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380%；0.0000万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2018年度）〉
的议案》；
表决结果：7,839.7225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7%；
2.6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093.8421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20%；2.6100万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380%；0.0000万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管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7,787.2604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78%；
55.0721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22%；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041.3800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4.9772%；55.0721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0228%；0.0000万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0、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19年度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保本型理财产品额度的议
案》；
同意公司在2019年度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保本型的短期理财产品投资， 额度为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2.6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任一期间内的理财产品余
额合计不高于人民币2.6亿元。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一年。授权董事长在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表决结果：7,839.7225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67%；
2.6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3%；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093.8421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20%；2.6100万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380%；0.0000万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2019年度各类融资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浙江众立合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2019年度的日常经营活动
中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各类融资活动中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65,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公司对其提供的担保可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循环滚动使用，任一期间内的实际担保余额合计
不高于人民币65,000.00万元。
表决结果：1,500.6896万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4%；
2.6100万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6%；0.0000万股弃权，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1,093.8421万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7620%；2.6100万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380%；0.0000万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为合法、有效。
四、会议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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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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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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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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2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87,90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6926%；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外部审计机
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8,209,21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81%；
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87,90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6926%；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度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8,209,21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9981%；
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001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87,90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99.6926%；反对9,52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07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8、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5,124,81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3912%；
反对3,093,9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6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130%；反对3,093,9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5,124,81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3912%；
反对3,093,9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6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130%；反对3,093,9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5,124,81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3912%；
反对3,093,9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6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130%；反对3,093,9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05,124,81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99.3912%；
反对3,093,9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6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含网络投票）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50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0.1130%；反对3,093,921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70%；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含网络投票）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蕾、刘雯出席见证，其出具的《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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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
1、《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金安国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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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25,087,000

100

0

0

0

0

7、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股东类型
A股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25,087,000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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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17,585,000

100

0

0

0

0

二、 议案审议情况

持股1%-5%普通 股股
东

7,500,000

100

0

0

0

0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000

100

0

0

0

0

1、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2,000

100

0

0

0

0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市值 50万 以 上普 通 股
股东
同意

股东类型

比例（%）

反对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25,087,000

100

0

0

0

0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审议结果：通过

5

公司 2018年度利润 分 配
预案

7,502,000

100

0

0

0

0

表决情况：

7

关于 2019年聘 请会 计 师
事务所的议案

7,502,000

100

0

0

0

0

A股

票数

2、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25,087,000

100

0

0

0

0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25,087,000

100

0

0

0

0

3、 议案名称：公司2018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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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25,087,000

10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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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2884

证券简称：凌霄泵业

比例（%）

比例
（%）

票数

票数

比例
（%）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计投票议案，议案全部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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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强文、田海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
有效；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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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新通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17日

公告编号：2019-58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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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情况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或“
本公司” ）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已获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2019
年4月24日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zse.cn/）、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没有发生变化。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且实施时间距离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未超过两个月。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8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120,429,248.00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15.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
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3.500000元；持有首
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
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
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
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6.000000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3.0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1.5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120,429,248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192,686,796股（最终结果以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为准）。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23日，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5月24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5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次所送（转）股于2019年5月2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

的不足1 股的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
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2、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19年5月24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9年5月24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项目

本次变动前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本次变动后

本次转增股本
（股）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 件流通股（或非流
通股）

55,520,110

46.10%

33,312,066

88,832,176

46.1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4,909,138

53.90%

38,945,482

103,854,620

53.90%

120,429,248

100%

72,257,548

192,686,796

100%

三、总股本

八、相关参数调整
1、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192,686,796股摊薄计算，2018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1.16元。
2、根据公司《2018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相关规定，公司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缩股、派息、配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
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规定将上述调整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公告。
九、咨询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广东省阳春市春江大道117号
咨询联系人：邱燕妃
咨询电话：0662-7707236
传真电话：0662-7707233
十、 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凌霄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