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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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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次会议是否有未通过议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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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四楼国际会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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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61,838,7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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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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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陈保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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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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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6,233 63.4892 826,800 0.1249 240,815,727 36.3859

2、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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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6,233 63.4892 826,800 0.1249 240,815,727 36.385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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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0,196,233 63.4892 0 0.0000 241,642,527 36.5108

4、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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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83,651 63.4722 112,582 0.0170 241,642,527 36.5108

5、 议案名称：公司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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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6,233 63.4892 0 0.0000 241,642,527 36.5108

6、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6.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陈保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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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61,220 63.0306 3,857,913 0.5829 240,819,627 36.3865

6.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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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61,220 63.0306 3,031,113 0.4579 241,646,427 36.5115

6.0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杜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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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61,220 63.0306 3,031,113 0.4579 241,646,427 36.5115

6.04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单伟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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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61,220 63.0306 3,857,913 0.5829 240,819,627 36.3865

6.05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祝永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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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858,820 62.9849 4,160,313 0.6285 240,819,627 36.3866

6.06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苏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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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61,220 63.0306 3,857,913 0.5829 240,819,627 36.3865

6.07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玉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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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61,220 63.0306 3,031,113 0.4579 241,646,427 36.5115

6.0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曾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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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61,220 63.0306 3,031,113 0.4579 241,646,427 36.5115

6.0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辛金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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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161,220 63.0306 3,031,113 0.4579 241,646,427 36.5115

7、 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7.0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王虎根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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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2,333 63.4886 0 0.0000 241,646,427 36.5114

7.0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唐秀智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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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2,333 63.4886 0 0.0000 241,646,427 36.5114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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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6,233 63.4892 0 0.0000 241,642,527 36.5108

9、 议案名称：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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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6,227,633 62.8895 3,968,600 0.5996 241,642,527 36.5109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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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4,733 63.4889 1,500 0.0002 241,642,527 36.5109

11、 议案名称：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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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4,733 63.4889 241,644,027 36.511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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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6,233 63.4892 241,642,527 36.5108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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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30,625 63.4641 165,608 0.0250 241,642,527 36.5109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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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30,625 63.4641 165,608 0.0250 241,642,527 36.5109

15、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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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6,233 63.4892 0 0.0000 241,642,527 36.5108

16、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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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43,651 63.4661 979,382 0.1479 240,815,727 36.3860

17、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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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083,651 63.4722 939,382 0.1419 240,815,727 36.3859

1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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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196,233 63.4892 0 0.0000 241,642,527 36.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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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452,668 57.9924 0 0.0000 240,815,727 42.0076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0,898,00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46,732,976 98.0295 112,582 0.2361 826,800 1.7344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1,270,91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5,462,065 97.9755 112,582 0.2426 826,800 1.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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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7,630,983 98.9393% 112,582 0.1271% 826,800 0.933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未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因此

议案12审议未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臻、吴婧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华海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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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发文号：TCYJS2019H0410

致：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 ）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浙江华海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 “《公司章程》”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下称

“《议事规则》” ）的规定，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华

海药业”或“公司” ）的委托，指派金臻、吴婧律师参加华海药业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了认真审查，并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华海药业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华海药

业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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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出席

了华海药业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对华海药业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

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 经本所律师核查， 华海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19年4月30日在相关媒体和网站上进行了公告，其后，公司于2019年5月9日、5月11日就本次股东大会增加

临时提案进行了公告，并于2019年5月18日，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补充公告。

根据华海药业公告的《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下称“会议

通知” ），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为：

1、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6.01�审议《关于选举陈保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2�审议《关于选举李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3�审议《关于选举杜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4审议《关于选举单伟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5�审议《关于选举祝永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6�审议《关于选举苏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7审议《关于选举王玉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8审议《关于选举曾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9审议《关于选举辛金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7.01�审议《关于选举王虎根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7.02�审议《关于选举唐秀智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8、审议《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9、审议《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审议《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1、审议《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2、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3、审议《关于修订〈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14、审议《关于修订〈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审议《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6、审议《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7、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18、审议《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后生效，第4项议案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二）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5月21日14点00分，召开地点为浙江省临海市双鸽和平国际酒店四楼国际会

议中心。

网络投票时间为：自2019年5月21日至2019年5月21日，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通

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

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和相关事项均已在会议通知及后续公告中列明与披露，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及《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人员为：

1、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根据会议通知，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4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人员

经核查华海药业截止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的股东名册、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提供的身份证明资料

及授权委托证明等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30人，共计代表股份661,838,760

股，占华海药业股本总额的52.9116％。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6人，代表股份371,

153,620股，占华海药业股本总额的29.6723％；根据上海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4人，代表股份290,685,140股，占华海药业股本总额的23.2392％。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华海药业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规定的表决程序，采取记名方式对本

次会议的议题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

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6,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92％）、反对826,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249％）、弃权240,815,7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3859％）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6,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92％）、反对826,

8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249％）、弃权240,815,7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3859％）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6,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9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241,642,5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08％）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083,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722％）、反对112,

58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170％）、弃权241,642,5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08％）

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87,630,983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93%；反对112,582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1%；弃权826,80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36％。

5、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6,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9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241,642,5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08％）审议通过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6、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6.01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7,161,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0306％）、反对3,

857,9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829％）、 弃权240,819,6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386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陈保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2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7,161,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0306％）、反对3,

031,1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4579％）、 弃权241,646,4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511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李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3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7,161,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0306％）、反对3,

031,1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4579％）、 弃权241,646,4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511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杜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4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7,161,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0306％）、反对3,

857,9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829％）、 弃权240,819,6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386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单伟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5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8,858,8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2.9849％）、反对4,

160,3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6285％）、 弃权240,819,6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386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祝永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6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7,161,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0306％）、反对3,

857,9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829％）、 弃权240,819,6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386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苏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7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7,161,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0306％）、反对3,

031,1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4579％）、 弃权241,646,4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511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王玉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8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7,161,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0306％）、反对3,

031,1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4579％）、 弃权241,646,4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511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曾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6.09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7,161,2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0306％）、反对3,

031,113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4579％）、 弃权241,646,4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5115％）《关于选举辛金国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7、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的议案》；

7.01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2,3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86％）、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241,646,4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14％）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王虎根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7.02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2,3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86％）、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241,646,4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14％）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唐秀智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8、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6,3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9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241,642,5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08％）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9、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16,227,6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2.8895％）、反对3,

968,6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5996％）、 弃权241,642,5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

5109％）审议通过《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4,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89％）、 反对

1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002％）、弃权241,642,5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09％）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1、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4,7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89％）、 反对

241,644,0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审议通

过《关于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注册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12、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6,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92％）、 反对

241,642,5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0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未审议

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13、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030,6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641％）、 反对

165,60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250％）、 弃权241,642,5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510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14、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030,6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641％）、 反对

165,608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0250％）、 弃权241,642,5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510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5、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6,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9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241,642,5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08％）审议通过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16、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043,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661％）、 反对

979,3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479％）、 弃权240,815,7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3860％）审议通过《关于延长非公开发行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17、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083,65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722％）、 反对

939,382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1419％）、 弃权240,815,727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

36.3859％）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

议案》；

18、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同意420,196,2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63.4892％）、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0％）、弃权241,642,52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数的36.5108％）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表决结果，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除议案1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外，均获出席会议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符合《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规定的票数通过。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

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华海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

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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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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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集情况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生态”或“公司” ）董事会分别于2019

年4月29日、5月10日、5月11日在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补充通知（2019-64）》、《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2019-67）》。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9年5月21日下午13：30

2、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4日

3、召开地点：湖北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江夏大道特一号凯迪大厦708室

4、召开及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陈义龙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是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的决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现场会议的统计结果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 参加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370人，代表股份2,604,888,71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66.2890%。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1,556,075,336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9.5989%。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64人， 代表股份1,048,813,37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6.6901％。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陈义龙先生主持， 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5,706,1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3293%；反对620,684,26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8277%；弃权308,498,2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11.84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422,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8330%；反对5,630,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83％； 弃权308,498,2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5187%。

2.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4,230,4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2726%；反对620,673,16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8272%；弃权309,985,0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11.90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2,946,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6631%；反对5,619,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470%； 弃权309,985,0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6899%。

3.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6,245,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8144%；反对814,091,44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2524%；弃权154,552,1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5.933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960,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897%；反对199,037,68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161%；弃权154,552,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943%。

4.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5,587,1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7891%；反对814,879,44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2827%；弃权154,422,1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5.92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302,9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139%；反对199,825,68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0068%；弃权154,422,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793%。

5.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36,239,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2.8142%；反对814,223,64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2575%；弃权154,425,1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5.92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4,955,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2891%；反对199,169,88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313%；弃权154,425,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7796%。

6.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3,394,88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1.9184%；反对3,987,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31%； 弃权727,506,232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92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2,110,69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5938%；反对3,987,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591%； 弃权112,452,47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2.9471%。

7.审议通过《2018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5,754,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3311%；反对219,418,16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233%；弃权709,716,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7.245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469,9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8385%；反对4364,4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025%； 弃权309,716,4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6590%。

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公司章程修订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6,261,6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5734%；反对813,935,848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1.2465%；弃权4,691,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8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4,977,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617%；反对198,882,08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8982%； 弃权4,691,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5401%。

9.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86,378,6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3.9337%；反对220,385,26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4604%；弃权198,124,78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6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5,094,4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752%；反对5,331,5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138%； 弃权198,124,7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8110%。

10.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5,944,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5613%；反对405,765,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5771%；弃权413,178,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15.86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4,660,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252%；反对5,765,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39%； 弃权198,124,7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8110%。

11.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5,944,26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8.5613%；反对405,765,9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5.5771%；弃权413,178,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15.86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4,660,0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5252%；反对5,765,9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39%； 弃权198,124,7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8110%。

12.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下设委员会工作细则修订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7,254,4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2089%；反对5,745,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06%； 弃权561,888,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1.57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97,02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4059%；反对5,745,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615%； 弃权346,835,1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9326%。

13.审议通过《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5,312,6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3142%；反对5,841,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42%； 弃权923,734,71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5.46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4,028,5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7877%；反对5,841,3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6725%； 弃权308,680,95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5.5398%。

14.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董事长签署存量授信业务相关文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36,882,95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8.1946%；反对223,722,362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5886%；弃权344,283,3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1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15,598,7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3631%；反对8,668,6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981%； 弃权344,283,39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9.6388%。

1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9年度年审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674,952,0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64.3003%；反对199,673,38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6653%；弃权730,263,2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8.03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3,667,9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7462%；反对199,673,386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9893%；弃权115,209,4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2646%。

1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后有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6,297,1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2.3762%；反对739,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84%； 弃权197,852,286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7.59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9,959,1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353%；反对739,3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851%； 弃权197,852,28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7796%。

17.审议通过《关于凯迪生态开展司法重整工作相关事宜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03,127,3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24%；反对293,8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3%； 弃权1,467,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6,789,3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972%；反对293,8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38%；弃权1,467,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690%。

1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股票恢复上市及股份挂牌转让服务机构相关事宜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599,896,6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4%；反对814,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3%； 弃权4,177,2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6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63,558,66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252%；反对814,9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38%；弃权4,17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4809%。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覃校红 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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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

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19年4月29日、5月10日、5月11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

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2019-64）》、《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

通知（2019-67）》。

2、会议签到表、授权委托书、会议记录、表决票等会议文件；

3、载有到会董事、监事签字的《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会

议决议》；

4、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凯迪生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民族证券并入方正证券期间基金业务安排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正证券”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民族证券” ）发布的《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实施

经纪业务及客户整体迁移合并的联合公告》，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在民族证券

的相关基金业务将受到影响，具体安排以方正证券、民族证券的规定为准，敬请投资者知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方正证券

注册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二段36号华远华中心4、5号楼3701-371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盘古大观A座40F

法定代表人：施华

联系人：程博怡

联系电话：010-56437060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传真：010-56437013

网址：www.foundersc.com

2.民族证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院5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27号盘古大观A座40F-43F

法定代表人：姜志军

联系人：丁敏

客户服务电话：95571

网址：www.e5618.com

3.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销售机构根据法规要求对投资者类别、风险承受能力

和基金的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提出适当性匹配意见。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全面认识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

情况及听取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 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投资期限和投资目

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立决策，选择合适的基金产品。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300645� � � �证券简称：正元智慧 公告编号：2019-044

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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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1日召开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相关议案。《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预案》（以下简称“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 ）已于2019年5月22日在中国证

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

注意查阅。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披露事项不代表审批机关对于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实质

性判断、确认或批准，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所述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

待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正元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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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事后审核问询函部分问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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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于2019年5月1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下发的《关于对三安光电

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0657号），相关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公告。

公司已于2019年5月21日就《问询函》所涉及的部分问题予以了回复公告，公司将进一步

补充剩余问题的材料，并尽快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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