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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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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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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05月22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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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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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0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合明先生主持。2020�年 04�月 29�日，公司

董事会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

通知》。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合规。

3、股权登记日：2020�年 05�月 18�日

4、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南山街道梦海大道 5033� 号前海卓越金融中

心 3�号楼 L28-04�会议室。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 代表股份268,553,52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0022％。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268,376,00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9804％。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77,5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1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 代表股份1,777,52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18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600,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966％。 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77,52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18％。

6、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全部议案均获得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表决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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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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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2.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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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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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3.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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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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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4.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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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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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5.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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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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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6.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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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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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7.0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单位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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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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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8.00�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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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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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9.0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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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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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10.00�审议通过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68,529,52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1％；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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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753,5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498％；反对24,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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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叶永开、张少云。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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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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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分别于2020年4月30日、2020年5月9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20-015）和《关于2019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暨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补充通知》

（公告编号：2020-020）。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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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志坚先生。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日（周五）下午14：30；

4、网络投票日期与时间： 2020年5月22日。其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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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顺路8号）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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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拥有及代表的

股份数（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8 264,052,360 32.5976%

网络参会

5 37,300 0.0046%

合计

13 264,089,660 32.6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

11 38,763,680 4.785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

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264,08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6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00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264,08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6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00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264,06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2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4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407%； 反对2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3%；弃权0股。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264,06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2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4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407%； 反对2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3%；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赞成264,08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6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00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赞成264,06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2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4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407%； 反对2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3%；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264,08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6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923%； 反对3,000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7%；弃权0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刘绍宏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235,26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2%；反对2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4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407%； 反对2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3%；弃权0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对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264,06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2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4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407%； 反对2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3%；弃权0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264,066,66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3%；反对23,

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38,740,68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9407%； 反对23,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3%；弃权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2019年度述职报告。该报告对公司独立董

事2019年度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的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情况及

保护投资者权益方面所做的其他工作等履职情况进行了说明。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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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全文详见2020年5

月23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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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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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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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8,016,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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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55.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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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熊国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

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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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7人；

3、 董事会秘书周勇出席，公司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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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944,928 99.9964 72,000 0.0036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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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944,928 99.9964 72,000 0.0036 0 0.0000

3、 议案名称：《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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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944,928 99.9964 72,000 0.0036 0 0.0000

4、 议案名称：《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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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959,928 99.9972 57,000 0.0028 0 0.0000

5、 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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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944,928 99.9964 72,000 0.0036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授信及担保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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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222,353 99.6194 7,794,575 0.3806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暨公司2019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及预计

2020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金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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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90,470 99.9322 72,000 0.0678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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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944,928 99.9964 72,000 0.0036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2020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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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944,928 99.9964 72,000 0.0036 0 0.0000

10、 议案名称：《2019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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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7,944,928 99.9964 72,000 0.0036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11.01

关于选举赵志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047,823,957 99.9905

是

11.02

关于选举郭祥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047,823,957 99.9905

是

11.03

关于选举严志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董事的议案

2,047,823,957 99.9905

是

11.04

关于选举李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董事的议案

2,047,823,957 99.9905

是

2、 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12.01

关于选举李光金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47,944,930 99.9964

是

3、 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

）

是否当选

13.01

关于选举胡元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2,047,944,930 99.9964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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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754,45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

普通股

股东

85,637,77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

以下普通股

股东

20,567,699 99.7236 57,000 0.2764 0 0.0000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6,499,438 99.1306 57,000 0.8694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14,068,26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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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06,205,470 99.9463 57,000 0.0537 0 0.0000

2

关于

2020

年度授信及担保计划的

议案

98,467,895 92.6647 7,794,575 7.3353 0 0.0000

3

关于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暨公

司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情况

及预计

2020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

金额的议案

106,190,470 99.9322 72,000 0.0678 0 0.0000

4

关于聘请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106,190,470 99.9322 72,000 0.0678 0 0.0000

5

关于聘请

2020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106,190,470 99.9322 72,000 0.0678 0 0.0000

6

《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106,190,470 99.9322 72,000 0.0678 0 0.0000

7

关于选举赵志鹏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6,069,499 99.8184

8

关于选举郭祥辉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6,069,499 99.8184

9

关于选举严志明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6,069,499 99.8184

10

关于选举李琳女士为公司第七届

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106,069,499 99.8184

11

关于选举李光金先生为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6,190,472 99.9322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有关特别决议通过议案说明：第四项至第六项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涉及关联交易议案的说明：第七项议案涉及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省铁路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其所持股份1,941,754,458股全部回避表决。

此外，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19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星铭、李丹玮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四川路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四川路桥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康达（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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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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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于 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

于 2020年5月15日以书面、电话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人数 11人，实际出席人数 11人。会议由董事长熊国斌主持，公

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选举甘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及公司董事变动情况，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需进行调整。全

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现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具体如下：

战略决策委员会：熊国斌、甘洪、杨如刚、吴开超、李光金，主任委员熊国斌；

提名委员会：熊国斌、甘洪、吴开超、吴越、李光金，主任委员吴开超；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琳、吴越、吴开超、杨勇、李光金，主任委员吴越；

风控与审计委员会：严志明、赵志鹏、郭祥辉、杨勇、吴越、吴开超、李光金，主任委员杨勇。

上述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表决结果：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聘任杨如刚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冯强林、王传福、王中林、张航川、

龙勇、张建明六位先生为副总经理。上述人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公司独立董事吴越、吴开超、杨勇、李光金先生已在会前就公司聘任高管人员出具了书面

意见，表示同意。

表决结果：十一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上网公告附件

四川路桥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附件：候选人简历

1、甘洪： 1961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四川省优秀企业家” 获

得者，多次荣获各级科技进步奖项，长期从事路桥施工及管理工作，具有国有大型企业管理、

工程技术和管理的丰富经验。历任省桥梁公司经理助理，路桥集团大桥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党委委员，路桥集团副总裁、董事、党委委员。现任本公司党委

副书记、董事、总经理，路桥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2、 杨如刚：1968年8月出生， 硕士研究生学历，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知名桥梁专家，

“2015-2016年度中国十大桥梁人物” 获得者，多次荣获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进步奖，长期从事

交通行政管理工作，具有国有大型企业管理、工程技术和管理的丰富经验。历任路桥集团生产

经营部副经理、经营计划部经理、总裁助理，华东公司总经理、董事长，路桥集团副总经理、党

委委员、董事。现任本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路桥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3、冯强林：1964年6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路桥施工及管

理工作。历任路桥集团大桥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路桥集团桥

梁公司董事长，路桥集团党委委员、董事。现任路桥集团副总经理。

4、王传福：1966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海外路桥施工及管理工作。

历任中川国际总工程师、副总裁，路桥集团海外部总经理、总经理助理。现任路桥集团副总经

理，兼任路桥集团海外分公司党委书记、德国公司总经理、达卡公司董事长。

5、王中林：1966年4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路桥施工及管理工作。历任

路桥集团海外部副经理、工程管理中心副经理、坦桑尼亚办事处经理，挂职木里藏族自治县副

县长，路桥集团公路一分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铁投集团叙古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路桥集

团董事、党委委员，本公司党委委员。现任路桥集团副总经理，兼任路桥集团川交公司董事长、

党委书记。

6、张航川：1975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路桥施工及管理工作。历任

路桥集团公路二分公司副总经理，路桥集团公路三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总经理。现任路桥集团副总经理。

7、龙勇：1969年8月出生，专科学历，工程师，长期从事路桥施工及管理工作。历任路桥集

团华东公司副总经理、董事，铁投集团宜叙公司总经理。现任路桥集团副总经理，兼任路通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盐坪坝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兴文纳黔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蜀南路桥公司董事、总经理。

8、张建明：1975年9月出生，本科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路桥施工及管理工

作。历任路桥集团公路二分公司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现任路桥集团副总经理，兼

任路桥集团公路二分公司党委委员、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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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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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监事会于 2020年 5月22日（星期五）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

知于 2020年5月15日以书面、电话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监事会应出席人数 7人，实际出席人数 7�人。

（四）本次监事会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选监事胡元华主持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

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审议通过选举胡元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同本届监事会（简历

详见附件）。胡元华先生就任公司监事已不具备作为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条件，其所持

公司40万股限制性股票正处于锁定期内， 即日起不再就前述股票行使股东权利和解除锁定，

公司对胡元华所持公司限制性股票将予以回购并注销，并就该事项依法另行履行决策及其他

程序。

表决结果：七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四川路桥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2日

附件：胡元华简历

胡元华，男，1963年12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企业管理

工作，历任四川省平昌县交通局副局长、局长、党委副书记，四川省巴中地区公路局局长、党委

书记，四川省巴中市交通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兼公路局局长、党委书记，四川巴河水电开发有

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本公司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四川铁投售电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兼）,�

四川巴郎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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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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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1/2以上董事推举董事杜业松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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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5月22日0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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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地点：尊茂银都酒店三楼商务中心会议室（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西虹西路

179号）

三、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 代表股份1,389,324,21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1.982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1,373,686,16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1.284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5,638,0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97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4人，代表股份15,940,5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711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302,52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人，代表股份15,638,05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697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议案1、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281,2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9％；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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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97,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302％；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6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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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2、 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293,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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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10,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7％；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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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3、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293,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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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10,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7％；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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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4、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74,939,4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1736％；反对414,384,76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82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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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693,8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4524％；反对246,7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4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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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5、 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293,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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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10,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7％；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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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6、2019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293,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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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10,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7％；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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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293,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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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10,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7％；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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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8、2019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293,7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78％；反对30,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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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10,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7％；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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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9、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975,155,65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70.1892％；反对414,168,566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9.8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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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10,0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087％；反对30,5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9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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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10、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268,3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0％；反对55,9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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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884,6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493％；反对55,9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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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11、关于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89,102,91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41％；反对221,3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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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19,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117％；反对221,3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8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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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大明、常娜娜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天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展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