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股票代码：000068� � �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20-30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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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2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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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日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22日9:15至15:00期间。

（三）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4日

（四）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11号英龙商务大厦29层会议室。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主持人：董事长黄俞先生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66,375,81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3285％。其中：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为466,262,6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3173％；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

数据，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13,123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0.011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1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39,463,9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202%；

2、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

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6,344,518 99.9933% 31,300 0.0067% 0 0.000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9,432,623 99.9207％ 31,300 0.0793％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2019年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6,344,518 99.9933% 31,300 0.0067% 0 0.000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9,432,623 99.9207％ 31,300 0.0793％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6,344,518 99.9933% 31,300 0.0067% 0 0.000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9,432,623 99.9207％ 31,300 0.0793％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6,344,518 99.9933% 31,300 0.0067% 0 0.000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9,432,623 99.9207％ 31,300 0.0793％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关于2020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199,811,469 99.9843% 31,300 0.0157% 0 0.000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9,432,623 99.9207％ 31,300 0.0793％ 0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466,344,518 99.9933% 31,300 0.0067% 0 0.000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9,432,623 99.9207％ 31,300 0.0793％ 0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199,786,469 99.9718% 56,300 0.0282% 0 0.000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9,407,623 99.8573％ 56,300 0.1427％ 0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总表决情况

199,811,469 99.9843% 31,300 0.0157% 0 0.0000%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中小股东表决

情况

39,432,623 99.9207％ 31,300 0.0793％ 0 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该议案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王骁奕、马睿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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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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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0）第245号

致：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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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下午14：50

在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11号英龙商务大厦29层公司会议室召开。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

事务所（下称“本所” ）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则》” ）以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

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

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深圳华控

赛格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年度

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延期后）》（下称“《股东大会通知（延期后）》” ）以及本所律师认为

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

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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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公告文

件一并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下称“深交所” ）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

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

和有关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于2020年4月27日召开第二十七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2020年4月28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分别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于2020年5月11日召开第四十六次临时会议作出决议延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并于2020年5月

12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分别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延期后）》。该《股东大会通知（延

期后）》中载明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

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4:50在深圳市福田区商报东路11号英龙商务大厦29层公司会

议室召开，并由公司董事长黄俞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

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

5月22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5月22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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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13人，共计持有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466,375,8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3285%，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

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

代理人）共计4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66,262,6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6.3173%。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计9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3,1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1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

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下称“中小投资者” ）1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39,463,92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9202%。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延期后）》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

表决，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

监票。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

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466,344,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3%；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43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07%；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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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二）《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66,344,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3%；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43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07%；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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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三）《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466,344,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3%；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43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07%；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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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466,344,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3%；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43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07%；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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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2020年度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

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66,533,04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199,811,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43%；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43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07%；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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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66,344,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33%；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43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07%；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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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

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66,533,04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199,786,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718%； 反对56,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2%；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407,623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3%；反对56,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4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关联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回避本议案的表

决，其所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266,533,049股不计入有效表决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同意199,811,4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43%；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7%；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9,432,6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207%； 反对31,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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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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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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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怡星

经办律师：

马睿 王骁奕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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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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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因涉及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12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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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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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

22日9：15至2020年5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苏州工业园区唯亭镇金陵东路120号公司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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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袁静女士。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人，代表股份477,140,897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42.297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475,22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42.127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 代表股份1,920,69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70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3,677,597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326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756,900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0.155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 代表股份1,920,69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70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江苏筹胜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列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92,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0％；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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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29,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756％；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533％；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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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2、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92,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0％；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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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29,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756％；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533％；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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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3、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92,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0％；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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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29,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756％；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533％；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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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4、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92,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0％；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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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29,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756％；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533％；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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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5、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92,8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0％；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6％；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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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29,5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756％；反对127,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533％；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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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6、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董事薪酬的确认及2020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084,297股，占出席会议未回避股东所持股份的96.4211％；反对130,600股，占出席会

议未回避股东所持股份的3.0832％；弃权2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未回避股东所持股份的0.4958％。关联股东孙洁晓先生、袁静女士、陆勇先生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25,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777％；反对130,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12％；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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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7、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监事薪酬的确认及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89,2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82％；反对130,6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74％；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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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25,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8777％；反对130,6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5512％；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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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8、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93,3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1％；反对126,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5％；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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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30,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892％；反对126,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97％；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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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9、审议通过《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670,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4％；反对449,39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2％；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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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07,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2091％；反对449,39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199％；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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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10、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67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013％；反对449,897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3％；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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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206,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955％；反对449,897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2334％；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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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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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93,3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1％；反对126,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5％；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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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30,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892％；反对126,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97％；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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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12、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993,3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91％；反对126,5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5％；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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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530,0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9892％；反对126,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97％；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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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855,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2％；反对264,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4％；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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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92,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449％；反对264,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840％；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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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855,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2％；反对264,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4％；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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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92,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449％；反对264,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840％；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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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76,855,69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02％；反对264,2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54％；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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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4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3,392,3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2.2449％；反对264,2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840％；弃权21,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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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710％。

四、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江苏筹胜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

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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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筹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387� � �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2020-056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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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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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22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0年5月22日的交易时间，即上

午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7号楼环洋大厦二层。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程涛先生因工作原因不能现场到会，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董事

刘祥伟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投票情况

1、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578,910,45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328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439,401,19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127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39,509,2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200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778,723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0.5688%。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778,72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68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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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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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2、《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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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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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3、《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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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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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4、《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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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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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5、《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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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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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6、《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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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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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882,5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52％；反对27,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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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50,8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13％；反对27,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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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8、《关于2020年度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1,630,8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7425％；反对7,279,62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25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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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49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4162％；反对7,279,623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58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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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9、《关于在廊坊银行办理存款、结算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654,1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71％；反对855,103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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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股东西藏知合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6,92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072％；反对855,103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99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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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0、《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事项调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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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反对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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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1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1《关于选举程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程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2《关于选举戴骏超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戴骏超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3《关于选举张德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张德强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4《关于选举严若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严若媛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5《关于选举刘祥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刘祥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6《关于选举任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654,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57％；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522,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7064％。

任华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议案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2.1《关于选举张奇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748,2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2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616,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9148％。

张奇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2《关于选举夏立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

夏立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3《关于选举马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910,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9％；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778,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49％。

马霄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议案1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1《关于选举杨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792,0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95％；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7,660,3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779％。

杨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3.2《关于选举胡学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获得投票数578,055,3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523％；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数6,923,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0072％。

胡学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未包含《通知》中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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