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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一）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5 月 24 日 14:00 时
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5 月 23 日至 2019 年 5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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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
15:00 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胡曹路 699 弄 100 号雪浪湖度假村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主持人：董事长葛俊杰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
（六）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7 人， 代表股份 3,138,624,63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7.218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5 人， 代表股份 3,084,416,946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6.22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54,207,6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88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 代表股份 58,762,15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7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 人，代表股份 4,554,46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8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代表股份 54,207,6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988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欧阳斗平、达代炎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审议议案进行表决， 经参加会
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认真审议后，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75,2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2%；反对 143,0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2,7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58%；反对 143,0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5%；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75,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2%；反对 142,7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3%；反对 142,7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0%；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2018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75,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2%；反对 142,7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3%；反对 142,7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0%；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8 年财务决算报告及 2019 年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75,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2%；反对 142,7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3%；反对 142,7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0%；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通过《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75,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2%；反对 142,7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3%；反对 142,7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0%；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9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股东上海鹏欣(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表决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07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3%；反对 142,78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0%；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3%；反对 142,7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0%；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19 年为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3,914,71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9%；反对 4,703,62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499%；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4,052,2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9848%；反对 4,703,62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0045%；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八）审议通过 《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75,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2%；反对 142,7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3%；反对 142,7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0%；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75,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2%；反对 142,7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3%；反对 142,7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0%；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及续聘 2019 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75,5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2%；反对 142,7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5%；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3,0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3%；反对 142,7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0%；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18 年内公司董监事和高管人员报酬总额及确定 2019 年
公司董监事和高管人员报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63,4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49%；反对 154,8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9%；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00,9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257%；反对 154,8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36%；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沈伟平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沈伟平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38,475,35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52%；反对 142,980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弃权 6,3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8,612,87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460%；反对 142,980 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433%；弃权 6,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达到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欧阳斗平、达代炎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
结论性意见：“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
六、备查文件
（一）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大康国际农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 5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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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证券简称：金地集团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73,742 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关系中小投资者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533%；反对 55,900 股，占参加会议无关联关系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2%；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无关联关系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5%。

1、会议召集人：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烈权先生；

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94,764,919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荆州市开发区深圳大道 108 号能特科技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0%； 反对 55,900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5

股份总数的 0.2766%。

室；

0.0094%；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月 24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73,742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下午 15:00 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

股份总数的 89.9533%； 反对 55,9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间。

0.3292%；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5%。

7、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8、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向相关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2016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 年修订）》

额度暨公司为塑米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94,764,919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0%；反对 55,9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二、会议出席情况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21 人，代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6%。

表股份 596,470,81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33,836,290 股）的比例为 22.6465%，其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73,742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中：（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7 人， 代表股份 593,181,919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股份总数的 89.9533%； 反对 55,9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5216%；（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 人，代表股份 3,288,9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0.3292%；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为 0.1249%；（3）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5%。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 18 人， 代表股份 16,979,642

9、审议通过《2018 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94,136,019 股，占参加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6447%。此外，公司独立董事夏海平先生因公务出差在外无法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6%；反对 55,9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亲自出席会议故委托独立董事陈国伟先生代为出席，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副总经

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2,27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员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委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644,842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派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股份总数的 86.2494%； 反对 55,9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公司独立董事洪连鸿先生、陈国伟先生亲自在本次会议上作了《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

0.3292%；弃权 2,27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报告》。独立董事对其在 2018 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会议情况、发表相关独立意见的情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94,764,919 股，占参

了报告。公司三位独立董事的《2018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 2018 年 4 月 30 日

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0%；反对 55,9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6%。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1、审议批准《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94,764,919 股，占参加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0%；反对 55,9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6%。

重要内容提示：

反对

票数

比 例 （% ）

2,655,226,571

2、审议批准《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94,764,919 股，占参加
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40%；反对 55,9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766%。

票数

99.8804

比 例 （% ）

145,800

票数

0.0054

比 例 （% ）

3,032,404

0.1142

3、审议批准《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94,136,019 股，占参加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6%；反对 55,9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2,27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0%。

表决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 年 5 月 24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金地商业大楼金地集团总部

股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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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

1 、出 席 会 议 的 股 东 和 代 理 人 人 数

63

2 、出 席 会 议 的 股 东 所 持 有 表 决 权 的 股 份 总 数 （股 ）

4、审议批准《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94,136,019 股，占参加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6%；反对 55,9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2,27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0%。

同意

反对

票数

比 例 （% ）

2,658,206,275

弃权

票数

99.9925

比 例 （% ）

123,800

票数

0.0046

比 例 （% ）

74,700

0.0029

股份总数的 86.2494%； 反对 55,9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292%；弃权 2,27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21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凌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计机构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594,764,919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反对

票数

A股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214%。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继兵先生和曾金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本
董事。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代继兵先生，获得选举票 593,745,421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31%，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490%。
（2）曾金泉先生，获得选举票 593,745,421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431%，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949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蒋浩律师、蒋慧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650,000 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0.2766%。

（2016 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7 年修订）》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73,742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

股份总数的 89.9533%； 反对 55,9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0.3292%；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五、备查文件目录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5%。

1、《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6、在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余江县金创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和余江县金塑创业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其所持有的股份数合计 272,327,355 股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的情
况下，由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案》。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322,437,564 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总数的 99.4737%； 反对 55,900 股， 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19-044

一、 重要内容提示

99.2118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0,254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数的 100.00%；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弃权 0 票，占出席

二、 会议召开的情况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3:00。
（2）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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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关于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5,008,38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0,254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数的 100.00%；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弃权 0 票，占出席

弃权

票数

比 例 （% ）

2,637,453,287

表决结果：同意 335,008,38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午 3: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同意

股东类型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0.3292%；弃权 2,27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数的 99.7140%；反对 55,90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1,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5 月 23 日（星期四）下午 3:00 至 2019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下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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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644,842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14,254,244 股，占参加会议的

5、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

5 月 24 日（星期五）上午 9:30-11:30，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审议结果：通过

58.8848

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8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获得中小投资者的选举票 14,254,244 股，占参加会议的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4,644,842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1、 召开时间：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

2,658,404,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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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股，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94%；弃权 2,27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代继兵先生、曾金泉先生两位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表决结果如

股份总数的 86.2494%； 反对 55,9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重大遗漏。

弃权

6、 议案名称：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175%。
下： 同意 594,136,019 股， 占参加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086%； 反对 55,900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A股

0.3292%；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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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73,742 股，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9.9533%； 反对 55,900 股， 占参加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股东类型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4214%。

况、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参加培训和学习情况等履职情况向股东大会进行

公告编号：2019-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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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有限公司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申
请不超过 2,000 万美元贸易融资授信暨公司及全资子公司能特科技（石首）有限公司为能特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14:50；

证券代码：002397
证券代码：600383

0.0173%；弃权 1,65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加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90%。

比 例 （% ）

18,144,469

票数

0.6825

比 例 （% ）

2,807,019

0.1057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产业基地谷苑路 168 号
3 楼综合会议室。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
7、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9 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3、 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定。

审议结果：通过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天武先生。

0.00%。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表决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4 人，出席 13 人，董事陈必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同意

股东类型

会；

票数

A股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5 人；

反对

99.5475

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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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 例 （% ）

2,658,206,175

99.9925

票数

0.0046

票数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反对
比 例 （% ）

2,658,206,175

99.9925

票数

123,800

0.0046

票数

比 例 （% ）

74,800

0.00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37,169,913

99.6554

127,700

0.3423

800

0.0023

其 中 : 市 值 50 万 以 下 普 通 股 股 东

14,936,038

99.9565

5,700

0.0381

800

0.0054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22,233,875

99.4542

122,000

0.5458

0

0.0000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393,905,952

99.1996

145,800

0.0367

3,032,404

0.7637

7

关 于 公 司 2019 年 度 对 外 担
保授权的议案

376,132,668

94.7237

18,144,469

4.5694

2,807,019

0.7069

表决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A股

反对

2,658,210,175

99.9926

票数

123,800

0.0046

票数

99.9676

127,700

0.0322

800

0.0002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弃权
比 例 （% ）

比 例 （% ）

5

无。

比 例 （% ）

票数

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为
公 司 2019 年 度 审 计 师 的 议
案

396,955,656

比 例 （% ）

70,800

0.0028

4、 议案名称：关于 201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5,008,382 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2.96%。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35,008,382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42.96%。

股份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

弃权
比 例 （% ）

关 于 2018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方
案的议案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同意

票数

4

审议结果：通过

票数

反对
比 例 （% ）

数的 100.00%；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弃权 0 票，占出席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2018 年度财务报告

股东类型

比 例 （% ）

100.0000

弃权
比 例 （% ）

票数

367,570,643

2、 议案名称：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比 例 （% ）

2,253,535,719

0.0029

表决情况：

票数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0,254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李强、姚方方出席本次股东

三、 会议的出席情况

弃权

持 股 5% 以 上 普 通 股 股 东

比 例 （% ）

74,800

0.0005

反对
比 例 （%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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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

比 例 （% ）

10,800

持 股 1%-5% 普 通 股 股 东

弃权
比 例 （% ）

123,800

票数

0.4520

同意

二、 议案审议情况

A股

比 例 （% ）

12,017,657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3、 董事会秘书徐家俊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类型

票数

比 例 （% ）

2,646,376,318

弃权

表决结果：同意 335,008,38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为 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 335,008,38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0,254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数的 100.00%；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弃权 0 票，占出席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
9、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35,008,38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为 0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8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0.00%。

表决结果：同意 335,008,38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为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1,520,254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数的 100.00%；反对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弃权 0 票，占出席

0.00%。

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0.00%。

2、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五、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表决结果：同意 335,008,38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为 0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冰然、张潇扬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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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

8、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9 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2、 律师姓名：李强、姚方方。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

3、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审议结果：通过

的规定； 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

表决结果：同意 335,008,38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为 0

表决情况：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六、 备查文件

结果合法有效。

0.00%。

1、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58,276,275

反对
比 例 （% ）

99.9951

票数

127,700

弃权
比 例 （% ）

0.0048

票数

800

比 例 （% ）

0.0001

5、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度审计
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四、 备查文件目录

4、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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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同意 335,008,382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票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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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弃权票为 0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 月 25 日

0.00%。
5、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