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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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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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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14 点 30 分开始。 网络

投票时间为：2019年 9月 11日～2019年 9月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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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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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1

日 15:00至 2019年 9月 12日 15:00的任意时间。

3、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唐炳泉先生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双象大酒店七楼会议室（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鸿山

街道后宅中路 115号）

5、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19 年 8 月 24 日 《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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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 人， 代表股份 115,916,89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64.8283%。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3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15,840,290

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64.7855%。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6,600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0.0428%。

3、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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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代理人 4 人，代表

股份 174,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 0.0977%，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的 0.1507%。

4、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的股东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5、公司董事（其中唐越峰董事因事未亲自出席会议，书面授权委托刘连伟董事出

席会议； 罗红兵董事因事未亲自出席会议， 书面授权委托田为坤董事出席会议）、监

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拟与长寿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投资协议〉的议

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15,916,89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 17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2、律师姓名：叶晓红、葛振国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无锡双象超纤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无锡双象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933� � � �证券简称：睿能科技 公告编号：2019-044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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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 89 号软件园

C区 26号楼公司三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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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92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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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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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维坚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

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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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出席 7 人，其中杨维坚先生、赵健民先生、林晖先生、吴

飞先生以视频或电话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其他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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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929,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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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9,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议案已经 2019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19 年 8 月 27 日公司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的公告。

2、上述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孙立、张培培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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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3日

证券代码：002154� � �证券简称：报喜鸟 公告编号：2019一一 071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高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进展的公告

� � � �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披

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管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司高管张袖元先生拟

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 6 个月内，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和 2019 年 5 月 22 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中国证券报》。

截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 张袖元先生股份减持计划的减持时间已过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上述股东股份减

持计划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根据张袖元先生出具的 《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 截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公司高管张袖元先生未通过任何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二、其他事项说明

1、张袖元先生实施减持股份计划的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截止本公告日，

张袖元先生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3、张袖元先生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

营。

4、上述股东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公司高管减持

计划实施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报喜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9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161� �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号：2019-102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补充公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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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09

月 12 日披露了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101，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根据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

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公司现对“《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补充公告如下：

一、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

下提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高新投签订〈反担保抵押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0,999,92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4%；反对 204,79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6%；弃权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408,86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98%；反对 204,796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02%；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与高新投签订〈保证金质押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0,999,92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4%；反对 204,79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6%；弃权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408,86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98％；反对 204,796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02％；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20,999,929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

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4%；反对 204,79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26%；弃权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 18,408,86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

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998％；反对 204,796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02％；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提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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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99� �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2019-055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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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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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9月 12日（星期四）下午 14:30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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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2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9 月 11 日 15:00 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 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侨城侨城东路 2002号深圳博林圣海伦酒店

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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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锂

6、 召开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19年 8 月 28 日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 7 人， 代表股份 969,309,

9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7.7188%。

2、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7,347,8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909%。

合计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9 人，代表股份 986,657,8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9.1097%。

3、会议对董事会公告的股东大会提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书面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暨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986,657,81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841,03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程序表决，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具体表决结

果如下：

同意 986,657,81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841,03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并提供资产抵押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

如下：

同意 986,657,81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

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17,841,03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林林、张潇扬

3、结论性意见：本所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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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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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3079� � �证券简称：圣达生物 公告编号：2019-065

转债代码：113539� � �转债简称：圣达转债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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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天台县福溪街道始丰东路 18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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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8,542,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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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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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洪爱女士主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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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出席 4 人，王维安、唐春红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王晓东先生、庞爱明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徐建新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

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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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42,8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实施并将节余

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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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42,8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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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542,8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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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11,118,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实施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11,118,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 3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表所持有表决权的 1/2 以上表决通过；第 1 项、第 2 项为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焦福刚、陈铃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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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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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圣达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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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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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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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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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13: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 年 9 月 11 日一 9 月 12 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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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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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11 日 15:00 至 2019 年 9 月 12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苏州高新区通安镇华金路 200 号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 3 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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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念博先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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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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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4 人，代表股份数量 286,

989,3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23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2 人，代表股份 481,

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3 人，代表股份数量

286,988,38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423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 1 人，代表股份 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三）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会议，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

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

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286,988,38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7%，1,0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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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80,3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2%；1,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8� %；0 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需特别决议通过）

表决结果：286,988,389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997%，1,000 股反对，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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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480,300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22%；1,000 股反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8� %；0 股弃权，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原浩、徐莉；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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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竹辉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3600� � �证券简称：永艺股份 公告编号：2019-086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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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2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安吉县递铺镇永艺西路 1 号三楼培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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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73,955,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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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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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张加勇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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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人，出席 4 人，董事张茂先生、独立董事王佳芬女士、独

立董事蔡海静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顾钦杭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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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55,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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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55,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追加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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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955,89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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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 2019 年中期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95,2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

议案》

95,2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关于追加对外担保额度的

议案》

95,25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以上议案均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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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声、傅肖宁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永艺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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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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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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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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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控股股东永艺控股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艺控股” ）的股权质押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 永艺控股将持有的公司股份 12,000,000 股质押给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安吉支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3.96%，质押登记日为 2019 年 9 月 10 日，

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

2、质押股份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9 年 9 月 10 日起。

3、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永艺控股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7,812,5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 25.71%，其中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为 36,550,000 股，占其持股

总数的比例为 46.97%，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08%；永艺控股通过安吉尚诚

永盛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尚诚永盛” ） 间接持有公司 31,289,�

04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34%；尚诚永盛持有公司股份 49,218,75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6.26%， 其中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为 33,300,000 股，占

其持股总数的比例为 67.66%，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1.00%。

二、股东的质押情况

1、质押目的：置换存量融资。

2、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永艺控股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

还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投资与经营收入等；本

次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后续如出现

平仓风险，永艺控股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9月 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