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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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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13元

每股转增股份0.2股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5/27 － 2019/5/28 2019/5/29 2019/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2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

实施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即以398,576,829股（本次分配实施前总股本408,000,000

股扣除已回购股份9,423,171股）为基数，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2.13元（含税）和资本公积每10

股转增股本2股，共计派发现金股利84,896,864.58元（含税），转增79,715,366股。 本次分配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487,715,366股。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将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

例］÷（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流动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公司按照扣除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398,

576,829股为基数进行分配。由于本次分红为差异化分红，上述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

股本摊薄调整后计算的每股现金红利。

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

日的总股本=398,576,829×0.213÷408,000,000=0.2081元/股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398,576,829×0.2）÷408,000,000=0.1954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2081）÷1.1954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5/27 － 2019/5/28 2019/5/29 2019/5/28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

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

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均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存放于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

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2406756）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

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次实际派发的

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213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

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

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

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解禁

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该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

继续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即公司按照10%的税率

代扣代缴所得税， 扣税后 （代扣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191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

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

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代

扣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191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股票

（“沪股通” ），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

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

税后（代扣现金红利）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917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

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 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

币0.213元。

五、 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306,000,000 61,200,000 367,200,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02,000,000 18,515,366 120,515,366

1

、

A

股

102,000,000 18,515,366 120,515,366

三、股份总数

408,000,000 79,715,366 487,715,366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487,715,366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0.5073

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如对于权益分派事项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室

联系电话：0579-86563876

特此公告。

横店集团得邦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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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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下午2：00在公司电声园一期综合楼A-1会

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下午3：00一2019年5月21日下午3：00。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和委托代理人共6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336,

334,7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8149%，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1,247,883,6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47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4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8,451,0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7%。参与投

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6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8,505,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5856%。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姜滨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见证律师出席了本

次会议，部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6,023,58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反对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8,194,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7%；反对3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6,023,58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反对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8,194,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7%；反对3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6,023,58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反对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8,194,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7%；反对3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5,990,08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2%；反对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3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8,161,1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69%；反对3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33,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9-021）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5、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6,023,58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反对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8,194,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7%；反对3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5,978,58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3%；反对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8,149,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005%；反对3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45,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52%。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

编号：2019-016）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7、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35,700,037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5%；反对

591,85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弃权4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7,871,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44%；反对591,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16%；弃权42,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2019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36,023,587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7%； 反对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8,194,6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57%；反对3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0股。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2019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7）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23,019,97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036%；反对13,

281,308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39%；弃权3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5,191,08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5410%；反对13,281,3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403%；弃权33,500股,�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 详见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228,774,739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9511%；反对97,

290,84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804%；弃权10,269,208股,� 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85%。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70,945,8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7443%；反对97,290,84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5029%；弃权10,269,2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529%。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4） 详见信息披露

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33,808,491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0%； 反对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2,215,09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5,979,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48%；反对3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2,215,096股,� 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9%。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33,808,491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10%； 反对

31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3%；弃权2,215,096股,�占出席会议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5,979,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5848%；反对31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743%；弃权2,215,096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409%。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为香港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1,335,709,437股， 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2%； 反对

591,85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3%；弃权33,5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77,880,5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497%；反对591,8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16%；弃权33,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香港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于进进律师、孙春艳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歌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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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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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采取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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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至

2019年5月21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爱文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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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代表股份242,857,85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1907%，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42,856,7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1.190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3%。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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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计3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25,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4,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1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奋宇律

师、叶兰昌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

下：

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42,832,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7％；反对25,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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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438％；反对2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5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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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陈奋宇、叶兰昌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

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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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5

月

21

日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德恒

06G20170241-00009

号

致：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于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召开。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德

恒” ）受公司委托，指派叶兰昌律师、陈奋宇律师（以下简称“德恒律师” ）出席了本次会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快意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 的规

定，德恒律师就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进

行见证，并发表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德恒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

（一）《公司章程》；

（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于2019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布的《关于召

开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的通知》” ）；

（四）公司本次会议现场参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五）公司本次会议股东表决情况凭证资料；

（六）本次会议其他会议文件。

德恒律师得到如下保证：即公司已提供了德恒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所必需的材料，

所提供的原始材料、副本、复印件等材料、口头证言均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要求，有关副

本、复印件等材料与原始材料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中，德恒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以及《股东大会规则》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合法有效和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

意见， 不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

发表意见。

德恒及德恒律所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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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仅供见证公司本次会议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

目的。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德恒律师对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的相关法律问题出具如下法律意见：

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1.�根据2019年4月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本

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于2019年5月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了《股东

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召开通知的公告日期距本次会议的召开日期已达到15日。《股东大会

的通知》中列明有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5月14日，股权登记日与本次

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前述公告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会议召开地点、

会议登记方法、会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充分、完整披露了所有提案的具体内容。 相关提案

无需独立董事发表意见。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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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1.�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14:30在东莞市清溪镇谢坑村金龙工业区快意

电梯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方式与《股东大会的

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及方式一致。

本次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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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罗爱文女士主持，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董

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会议作记录。 会议记录由出席本次会议的会议主持人、董事、监事

等签名。

3.�本次会议不存在对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的情形。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会议内容与通知所告知的内容一

致，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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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二、 出席本次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242,857,8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907%。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2,856,75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1904%。

德恒律师查验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营业执照或居民身份证、证券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等相关文件，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系记载于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股东名册的股东，股东代理

人的授权委托书真实有效。

2.�根据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1,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与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5,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二）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德恒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该等人员均具备出席本次会议的合法资格。

（三）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其作为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认为，出席、列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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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会议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德恒律师见证，本次会议无股东提出临时提案。

四、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了表决。 经德恒律

所现场见证，公司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的通知》所列明的审议事项相一致，本

次会议现场未发生对通知的议案进行修改的情形。

（二）本次会议按《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的由两名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代表与德恒律师共同负责进行计票、监票。

（三）本次会议投票表决后，公司合并汇总了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会议主持人在会议

现场公布了投票结果。 其中，公司对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

决结果。

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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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 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

（一）结合现场会议投票结果以及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果，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为：

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42,832,853股，占出席会议且对该项议案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2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103%；

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6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

的2.3438%；反对25,000股，占该等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7.6563%；弃权0股，占该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二） 本次会议主持人、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其代理人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任何异

议；本次会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通过；本次会议的决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德恒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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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 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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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会议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德恒律师同意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的法定文件随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

公告。

本法律意见一式三份，经本所盖章并由本所负责人、见证律师签字后生效。

北京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刘震国

见证律师：

叶兰昌

见证律师：

陈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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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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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8989号西安服务外包产业园创

新孵化中心B座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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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85,01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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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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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钟宝申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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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晓东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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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2、 议案名称：2018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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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3、 议案名称：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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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4、 议案名称：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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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5、 议案名称：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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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014,809 100 0 0 0 0

6、 议案名称：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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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7、 议案名称：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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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1,099,115 99.792 2,994,077 0.159 921,617 0.049

8、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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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014,627 99.99999 0 0 182 0.00001

9、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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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014,627 99.99999 0 0 182 0.00001

10、 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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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5,014,809 100.000 0 0 0 0

11、 议案名称：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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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940,189 99.996 0 0 74,620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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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例（

%

）

持股

5%

以上普通股

股东

1,317,953,931 100 0 0 0 0

持股

1%-5%

普通股股

东

376,154,719 100 0 0 0 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190,906,159 100 0 0 0 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8,168,413 100 0 0 0 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172,737,746 100 0 0 0 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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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498,750,051 100 0 0 0 0

6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498,675,431 99.985 0 0 74,620 0.015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494,834,357 99.215 2,994,077 0.600 921,617 0.185

8

关于

2019

年度董事、监事薪

酬的议案

498,749,869 99.99996 0 0 182 0.00004

10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的议案

498,750,051 100 0 0 0 0

备注：上表数据已剔除董监高持股数据。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以上第9、10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佳、刘学兵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意

见书认为公司2018年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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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事

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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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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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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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年度会议、2018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

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22日披露的相关公告）,鉴于首期和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激励对象中,39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且回购资料均已提供齐全， 根据公司两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相关规定， 以上39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共计576,254股限制性股票将由公

司办理回购注销，回购资金总额为2,597,451.44�元，其中：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对象的回购价格为2.0940元/股，回购数量57,960股；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授予

对象的回购价格为4.2393元/股，回购数量84,000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对

象的回购价格为4.8429元/股加上各离职激励对象应取得的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 回购数

量434,294股。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576,254元。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2019年5月22

日）起45日内，均有权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并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

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

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

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一）债权申报登记地点：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尚稷路8989号B座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二）申报时间：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7月5日9：00-12：00；13：30-17：00（双休日及法

定节假日除外）

（三）联系人：王皓

（四）电话：029-81566863

（五）传真：029-86689601

（六）邮箱：longi-board@longigroup.com

特此公告。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