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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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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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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为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的

审议均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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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公司于2019年4月30日、2019年5月10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北京

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北京奥赛康

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

的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23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22日至2019年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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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9:30－11:30，13: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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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15:00至2019年5月2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江宁荟枫酒店5楼一号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7日

5、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会议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庆财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计20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798,351,40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86.0144％。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委托代理人共计9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756,056,6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1.4575�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

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0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2,294,7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568％。

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共计20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2,469,0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4.575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或委托代理人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174,3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88%；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20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2,294,75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568％。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庆财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代表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指派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审议通过

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次会议上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的《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同意783,149,9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959％；反对6,989,7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55％；弃权8,211,7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31,9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267,57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4.2057％；反对6,989,71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6.4584％；弃权8,211,7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31,9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9.3359％。

2、《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782,815,3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540％；反对5,82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96％；弃权9,711,1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31,9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6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932,98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4179％；反对5,824,9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7156％；弃权9,711,1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31,9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2.8665％。

3、《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782,849,8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583％；反对5,762,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18％；弃权9,739,3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9,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967,48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4991％；反对5,762,2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5680％；弃权9,739,3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49,6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2.9329％。

4、《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782,813,7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538％；反对5,80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9％；弃权9,734,5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9,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931,38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3.4141％；反对5,803,1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6643％；弃权9,734,5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49,6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2.9216％。

5、《关于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783,632,82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1564％；反对5,574,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82％；弃权9,144,4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8,1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4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750,47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5.3428％；反对5,574,1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1251％；弃权9,144,4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48,1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1.5321％。

6、《关于聘任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782,208,5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9780％；反对5,74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99％；弃权10,395,3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9,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2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326,23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1.9892％；反对5,747,5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5334％；弃权10,395,3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49,6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4.4774％。

7、《关于2019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779,707,2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6647％；反对7,538,99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43％；弃权11,105,1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9,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3,824,889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6.0994％；反对7,538,99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7.7517％；弃权11,105,17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49,6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6.1489％。

8、《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同意781,525,9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8925％；反对5,845,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21％；弃权10,980,3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9,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643,63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0.3819％；反对5,845,1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7632％；弃权10,980,32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49,6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5.8549％。

9、《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同意758,694,5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0327％；反对39,639,2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51％；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12,15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6216％；反对39,639,20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3.3367％；弃权1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700

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417％。

1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逐项表决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同意758,395,2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9952％；反对39,918,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001％；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12,87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9169％；反对39,918,08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3.9933％；弃权3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100

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897％。

10.2发行方式

同意758,397,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9955％；反对39,91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93％；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15,37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9228％；反对39,912,08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3.9792％；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980％。

10.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同意758,397,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9955％；反对39,91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93％；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15,37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9228％；反对39,912,08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3.9792％；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980％。

10.4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同意758,397,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9955％；反对39,91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93％；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15,37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9228％；反对39,912,08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3.9792％；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980％。

10.5发行数量

同意758,397,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9955％；反对39,912,0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93％；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15,37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9228％；反对39,912,08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3.9792％；弃权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0980％。

10.6限售期

同意758,476,5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0053％；反对39,786,87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36％；弃权88,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94,17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1084％；反对39,786,87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3.6844％；弃权88,0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2072％。

10.7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759,050,15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0772％；反对39,149,4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038％；弃权151,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167,80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4591％；反对39,149,44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2.1835％；弃权151,8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

6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3575％。

10.8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同意759,011,3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0723％；反对39,217,85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24％；弃权122,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128,99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3677％；反对39,217,85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2.3445％；弃权122,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

6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2878％。

10.9上市地点

同意761,723,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4121％；反对36,476,61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690％；弃权151,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5,841,33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3.7543％；反对36,476,61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5.8899％；弃权151,1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

2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3558％。

10.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同意758,397,7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9955％；反对39,842,8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906％；弃权1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515,37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9228％；反对39,842,88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3.8163％；弃权110,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1,

6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2609％。

11、《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同意758,157,0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4.9653％；反对40,060,50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179％；弃权1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274,65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3560％；反对40,060,503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4.3287％；弃权13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3,

70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0.3153％。

12、《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同意758,896,2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0579％；反对36,264,1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24％；弃权3,191,0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112,7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13,89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0967％；反对36,264,12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5.3895％；弃权3,191,0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112,74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5138％。

13、《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及公司

采取填补措施的议案》

同意758,739,7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0383％；反对35,531,5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506％；弃权4,080,1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991,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1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857,39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7282％；反对35,531,56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3.6646％；弃权4,080,1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991,30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6072％。

14、《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的议案》

同意758,956,6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0655％；反对35,323,76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246％；弃权4,071,0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991,3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9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3,074,29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2389％；反对35,323,76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83.1753％；弃权4,071,0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

991,30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5858％。

15、《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9-2021年）》

同意782,518,0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0167％；反对7,154,8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962％；弃权8,678,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9,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6,635,684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2.7179％；反对7,154,838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6.8472％；弃权8,678,53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49,6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0.4350％。

16、《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同意775,229,8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1038％；反对15,058,1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62％；弃权8,063,4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9,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0％。

同意19,347,538股， 占出席会议 （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45.5568％；反对15,058,114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

35.4567％；弃权8,063,4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149,651股），占出席会议

（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8.9865％。

17、《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760,784,5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5.2944％；反对32,562,4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87％；弃权5,004,3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23,9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6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902,19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1.5430％；反对32,562,47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

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76.6734％；弃权5,004,39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

023,90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1.7836％。

18、《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议案》

同意783,356,18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8.1217％；反对7,281,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20％；弃权7,714,0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9,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66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7,473,832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64.6914％；反对7,281,180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7.1447％；弃权7,714,04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49,6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18.1639％。

1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779,954,2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6956％；反对8,743,9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52％；弃权9,653,2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

149,6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现场及网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071,8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56.6809％；反对8,743,92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

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0.5889％；弃权9,653,28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6,149,651股），占出席会议（现场及网络）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22.7302％。

根据会议统计结果，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由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和《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权票数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指派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关于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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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备查文件

1、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奥赛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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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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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

2019年4月23日披露了《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

2019年5月2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新疆雪峰科技（集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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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48号），现将

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

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

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

公司从经营业绩、财务数据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经营业绩

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34亿元，同比增长59.75%，归母净利润与扣非后

的净利润分别为0.52亿元、0.31亿元，同比增长180.47%、50.04%。公司主要业务爆

破服务、商品贸易与炸药分别实现营业收入9.69亿元、3.95亿元、3.91亿元，同比增

长72.88%、357.40%、22.50%。公司产品毛利率持续下滑，2018年毛利率为17.63%，同

比减少5.99个百分点。

1.年报显示，公司爆破服务业务毛利率为9.85%，同比减少6.89个百分点。请公

司对比同行业爆破服务毛利率水平， 并结合上下游情况及公司实际开展经营情

况，说明爆破服务收入大幅增加、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是否与行业总体趋

势相一致，并分析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

2.年报显示，公司商品贸易业务收入增幅为357.40%，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

为19.42%，营收占比较去年增加12.64个百分点。请公司补充披露：（1）主要商贸业

务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类别、营业收入、毛利率、主要客户分布等；（2）

结合商贸合同的存货风险、信用风险、定价模式、结算方式等权利义务安排，说明

商贸业务收入确认方法是总额法还是净额法，以及相关依据；（3）在本年公司商

贸业务毛利率仅为3.51%情况下，公司大力拓展相关业务的主要考虑，并说明商贸

业务与主营业务是否存在协同效应。

3.年报显示，公司民爆产品毛利率为41.58%，同比增加3.33个百分点，其中炸

药、雷管、起爆器具的毛利率变动方向不一致。公司结合民爆行业市场情况、主要

原材料价格变动、主要产品价格变动等，说明各主要民爆产品毛利率变化的合理

性，是否符合行业总体趋势。

4. 年报显示，2018年公司非经常性损益2122.68万元， 占当期归母净利润的

41.00%。其中，报告期内与关联方健康投资发生物业管理费1080万元。同时，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专项审核报告显示，上述交易形成应收账

款1080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交易的交易背景、相关会计处理及其依据合规

性，并明确是否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5. 年报显示， 公司对亿通矿业应收账款余额2633.83万元， 其他应收款余额

2199.10万元，对此公司计提坏账准备的比例接近100%。亿通矿业乃公司控股股东

的控股子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交易的具体情况、款项可收回性、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的原因，并明确是否构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二、关于财务数据

6.年报显示，2018年度公司发生销售费用2794.95万元，同比增幅2.51%，明显

低于营业收入增幅。请公司结合销售模式、销售费用具体构成及销售人员数量变

化等情况，说明报告期内销售费用增幅显著低于营业收入增幅的原因和合理性。

7.年报显示，2018年末公司存货账面价值为1.65亿元，同比增长65.68%，主要

由于库存商品及工程施工大幅增长所致。同时，本期未对库存商品及工程施工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请公司补充披露：（1）分项列示原材料、库存商品、工程施工的

具体构成及金额；（2）结合上述存货价格变化及市场需求等情况，对比存货的可

变现净值及其账面价值，并说明存货跌价准备的计提依据的充分性。

8. 年报显示， 公司2018年末货币资金6.11亿元， 占净资产的51.60%， 其中

6305.61万元因票据保证金而受限。同时，公司带息债务合计6.28亿元，利息费用

898.65万元，同比增长294.26%。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内货币资金存放地

点、存放类型、利率水平，并列示公司2018年度货币资金的月均余额；（2）明确是

否存在在大股东及其关联方旗下控制的机构存放资金的情况，如是，说明具体情

况，包括利率水平、存放期限、实际使用情况等，并说明是否存在大股东及其关联

方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3）核实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

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货币资金是否存在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是否存在其他

潜在限制性用途；（4）按照货币资金期末余额和利息收入数据估算，相关利率水

平仅为0.31%，请说明低利率水平的合理性；（5）请结合公司经营模式，说明货币

资金余额较高的同时，存在较多有息借款的合理性。

9.年报显示，公司应付票据期末余额1.77亿元，同比增长384.55%。请公司补充

披露上述应付票据的前5名供应商名称、关联关系、交易背景、支付安排，并核实公

司应付票据支付事项是否均有对应的商业实质。

三、其他

10.年报正文部分披露报告期内资本化的研发支出1124.56万元，费用化的研

发支出234.99万元，而利润表显示研发费用531.23万元，同比增长221.16%。请公司

补充披露：（1）年报正文披露的费用化研发支出与利润表中披露的研发费用存在

差异的原因，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完整；（2）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对应资

产的具体情况，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3）利润表中研

发费用对应研发项目、进度，以及同比增长221.16%的原因。

11.年报显示，公司部分房屋建筑物及运输设备持续数年未办妥产权证书。上

述房屋建筑物的账面价值合计9665.83万元，占固定资产比例为10.91%。请公司补

充披露：（1）上述资产的取得时间、未办妥产权证书的具体原因、目前办理进度及

后续办理计划；（2）上述房产的实际使用情况，是否存在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等相

关风险。

12.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所针对上述问题1-10逐项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

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

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9年5月24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年5月31日之前，披露对

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特此公告。

新疆雪峰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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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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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8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0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3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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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13,346,334股不参与本次分红。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3.1�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以公司2018年末总股本627,219,708股扣减截至本报告日已回购的股份13,

346,334.00� 股,即以613,873,374.00股为基数，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8元（含

税），总计派发现金股利49,109,869.92元。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本

次分配后总股本不变。

3.2�除权（息）参考价格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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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0.8

元（含税）。

每股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

股本=613,873,374×0.08÷627,219,708≈0.078。

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627,

219,708×0）÷627,219,708=0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78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

（

息

）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0

四、 分配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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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方案中，不存在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事项，本次

分配后公司总股本不变。

2.�自行发放对象

博威集团有限公司、博威亚太有限公司、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谢朝春的

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存放于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

B882224497）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

3.�扣税说明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含证券投资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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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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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股实际派发现金

红利 0.08�元；持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

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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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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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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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人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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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

民币 0.072�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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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

后每股发放现金红利人民币 0.072�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

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股东可按照《通知》的规定在取得股息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 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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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税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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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72�

元。

5、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该类股东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的相关规定在所得发生地自行缴纳现金红

利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8�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74-82829383� 0574-82829375

特此公告。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