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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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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山东省

邹平市西王工业园办公楼806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列席会议监事3人。会

议由全体董事推举王辉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王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选举孙新虎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副董事

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要求，经过董事推荐，第十三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1、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王辉先生；成员孙新虎先生、何东平先生、王大宏先生、韩本文先生。

2、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何东平先生；成员王辉先生、孙新虎先生、王大宏先生、韩本文先生。

3、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韩本文先生；成员何东平先生、王大宏、孙新虎先生、杜君先生。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韩本文先生；成员何东平先生、杜君先生。

5、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大宏先生；成员韩本文先生、何东平先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王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勇先生、杜君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赵晓芬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推荐，同意聘任王超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婷女士（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附:

1、董事长、总经理简历：

王辉，男，1978年7月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山东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并于2012年8月

-2015年7月在清华大学总裁（CEO）课程班深造学习。于2000年参加工作，历任西王药业总经理、西王特钢

总经理，2015年3月起任山东西王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总经理。

王辉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王辉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辉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辉

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2、副董事长简历：

孙新虎，男，1974年出生，硕士学历，工程师，中共党员。孙新虎先生自1997年7月起在青岛肯德基有限

公司驻外事务部参加工作，2003年3月加入山东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近五年来，孙新虎先生先后担任西王集

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公司董事会秘书等职，现主要担任西王药业有限公司董事，西王置业控

股有限公司董事，西王特钢有限公司董事，山东西王糖业有限公司董事，西王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西王淀粉

有限公司董事，西王食品副董事长。

孙新虎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孙新虎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孙新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孙新虎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

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3、副总经理简历

周勇，1974年出生，大专学历，工商管理专业。2010年进入西王，曾任北京运营中心运营总监、副总经

理，现任北京奥威特运动营养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周勇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周勇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周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周勇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直接持有公司股票900股及配偶直接持有股票5800股。

杜君，男，1977�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油脂加工工程师。近五年以来一直担任山东西王食品有限

公司生产副总经理，负责公司全面生产管理工作。

杜君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杜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杜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杜君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4、财务总监简历：

赵晓芬，女，汉族，1977年12月出生，中级会计师，1977年12月30日出生于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1999年7

月毕业于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会计学专业。毕业后进入西王集团，先后担任山东西王糖业有限公司主管

会计、西王生化科技有限公司财务部长、西王药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赵晓芬女士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赵晓芬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赵晓芬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赵晓芬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5、董事会秘书简历：

王超，男，汉族，1984�年7�月出生于山东省邹平县，山东大学硕士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于2012年获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曾任职于西王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主任职务，西王特钢有

限公司投资者关系总监、副总经理等职。

王超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王超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超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超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6、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张婷：女，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4年10月生，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

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券从业资格证书、基金从业资格证书。曾任山东齐星铁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投资者关系专员，龙跃财金投资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经理，西王集团有限

公司融资部经理。

张婷女士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张婷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张婷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婷女士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直接持有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000639� � � �编号:2020-024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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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山东省

邹平市西王工业园办公楼806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全体监事推举王燕女

士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与会监事投票表决，王燕女士（简历详见附件）当选为本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十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3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

表决结果：通过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2日

附：监事会主席简历：

王燕，女，1971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1990年毕业于邹平卫校，现任西王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王

燕女士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监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王燕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王燕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王燕女士与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不直接持有

公司股票。

股票简称: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000639� � � �编号:2020-022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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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下午14:3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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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0年5

月22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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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9:15～15:00期间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邹平市西王工业园办公楼

5、主持人：董事长王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代表(或授权代表)�共12人，代表股份626,086,30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8.0017%。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3人，代表股份565,

300,4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2.370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60,785,8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6313%。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宋彦妍律师及董

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872,593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172,847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票213,708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213,708股），占参加

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票0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872,593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172,847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票213,708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213,708股），占参加

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票0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关于2019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872,593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172,847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票213,708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213,708股），占参加

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票0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关于2019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872,593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172,847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票213,708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213,708股），占参加

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票0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关于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61,172,847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61,172,847股），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19%。反对票213,708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213,708股），占参加投票所有股

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1%。弃权票0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0股），占参加投票所有股东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6、审议《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872,593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172,847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票213,708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213,708股），占参加

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票0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872,593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172,847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票213,708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213,708股），占参加

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票0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关于聘请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872,593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172,847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9%。反对票213,708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213,708股），占参加

投票所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1%。弃权票0股(其中，主要股东0股，中小股东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王辉先生、孙新虎先生、王红雨先生、杜君先生、周勇先生、赵晓芬女士当

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9.01�选举王辉先生担任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9.02�选举孙新虎先生担任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9.03�选举王红雨先生担任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9.04�选举杜君先生担任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9.05�选举周勇先生担任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9.06�选举赵晓芬女士担任第十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10、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王大宏先生、何东平先生、韩本文先生当选公司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1�选举王大宏先生担任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10.02�选举何东平先生担任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10.03�选举韩本文先生担任第十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11、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选举王燕女士、张维辉先生当选公司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11.01�选举王燕女士为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11.02�选举张维辉为第十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票625,991,346股(其中主要股东564,699,746股，中小股东61,291,600股），占参加投票所

有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 宋彦妍 董昀

3、结论性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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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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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0376� � �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2020-038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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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月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156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D座首开股份十三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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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27,76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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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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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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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投票表

决。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因公司董事长李岩先生不能亲临主持，按照《公司法》第101条的规定，由半数以

上的董事共同推举阮庆革董事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根据国家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防控工作的部署要求，疫情期间不举办大规模集中现场会议，本次

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通讯方式参会。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

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董事长李岩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会主席秘勇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

3、董事会秘书王怡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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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976,272 99.8288 2,741,217 0.1684 45,200 0.0028

2、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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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976,272 99.8288 2,781,217 0.1708 5,200 0.0004

3、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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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976,272 99.8288 2,781,217 0.1708 5,200 0.0004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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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988,972 99.8295 2,768,517 0.1700 5,200 0.0005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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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5,232,372 99.8445 2,525,117 0.1551 5,200 0.0004

6、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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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976,272 99.8288 2,781,217 0.1708 5,200 0.0004

7、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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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976,272 99.8288 2,781,217 0.1708 5,200 0.0004

8、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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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976,272 99.8288 2,781,217 0.1708 5,200 0.0004

9、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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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4,976,272 99.8288 2,781,217 0.1708 5,200 0.0004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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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2,006,369 99.6463 5,751,120 0.3533 5,200 0.0004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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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640,248 99.3781 10,117,241 0.6215 5,200 0.0004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债务融资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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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599,871 99.7442 4,157,618 0.2554 5,200 0.0004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寸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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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631,248 99.3775 10,126,241 0.6220 5,200 0.0005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发行10亿元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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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685,171 99.7495 4,072,318 0.2501 5,200 0.0004

1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发行本次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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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3,599,871 99.7442 4,157,618 0.2554 5,200 0.0004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拟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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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283,633 98.4485 4,180,718 1.5515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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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660,034 98.9592 2,804,317 1.0408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中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申请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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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640,248 99.3781 10,117,241 0.6215 5,200 0.0004

1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贵阳首开龙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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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640,248 99.3781 10,117,241 0.6215 5,200 0.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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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266,677,934 98.9659 2,741,217 1.0172 45,200 0.0169

2

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266,677,934 98.9659 2,781,217 1.0321 5,200 0.0020

3

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266,677,934 98.9659 2,781,217 1.0321 5,200 0.0020

4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

摘要

266,690,634 98.9706 2,768,517 1.0274 5,200 0.0020

5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266,934,034 99.0609 2,525,117 0.9370 5,200 0.0021

6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

评价报告

266,677,934 98.9659 2,781,217 1.0321 5,200 0.0020

7

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

266,677,934 98.9659 2,781,217 1.0321 5,200 0.0020

8

公司2019年度社会责任

报告

266,677,934 98.9659 2,781,217 1.0321 5,200 0.0020

9

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

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266,677,934 98.9659 2,781,217 1.0321 5,200 0.0020

10

关于续聘致同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263,708,031 97.8637 5,751,120 2.1342 5,200 0.0021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

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

议案

259,341,910 96.2434 10,117,241 3.7545 5,200 0.0021

1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

司债务融资事项进行授

权的议案

265,301,533 98.4551 4,157,618 1.5429 5,200 0.0020

13

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寸

草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申

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259,332,910 96.2401 10,126,241 3.7579 5,200 0.0020

14

关于公司拟在北京金融

资产交易所发行10亿元

债权融资计划的议案

265,386,833 98.4868 4,072,318 1.5112 5,200 0.0020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经营层发行本次债权融

资计划的议案

265,301,533 98.4551 4,157,618 1.5429 5,200 0.0020

16

关于公司2020年拟向北

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支付担保费的

议案

265,283,633 98.4485 4,180,718 1.5515 0 0.0000

17

关于公司预计2020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66,660,034 98.9592 2,804,317 1.0408 0 0.0000

18

关于公司为北京首开中

晟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申

请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259,341,910 96.2434 10,117,241 3.7545 5,200 0.0021

19

关于公司为贵阳首开龙

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申请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案

259,341,910 96.2434 10,117,241 3.7545 5,200 0.002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题16和议题17为关联交易议案，公司控股股东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1,358,298,338股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静、李卓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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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729� � � �证券简称：燕京啤酒 公告编号：2020-22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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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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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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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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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20�年 5�月 22�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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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5�

月 22�日上午 9:15�至 2020�年 5�月 22日下午 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顺义区双河路九号燕京啤酒科技大厦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晓东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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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13人，代表股份1,687,125,79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2,818,539,341股的59.8582%。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5人，代表股份1,673,976,8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

818,539,341股的59.3916%；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共13,148,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18,539,

341股的0.4665%。

2、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

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出席的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9人，代表股份16,685,5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818,539,341股的0.5920%。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人，代表股份3,536,5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

818,539,341股的0.1255� %� ；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8人，代表股份共13,148,9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818,

539,341股的0.4665%。

3、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董事会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687,120,398 99.99968% 5,000 0.000296% 400 0.000024%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

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 份总数的

比 例

16,680,133 99.967637% 5,000 0.029966% 400 0.002397%

（二）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监事会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686,970,498 99.990795% 5,000 0.000296% 150,300 0.008909%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

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6,530,233 99.069254% 5,000 0.029966% 150,300 0.900780%

（三）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 5,000 0.000296%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

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 5,000 0.029966% 150,400 0.901380%

（四）审议通过了《2019年年度报告》及《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 5,000 0.000296%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

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 5,000 0.029966% 150,400 0.901380%

（五）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 5,000 0.000296%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

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 5,000 0.029966% 150,400 0.90138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报酬及续聘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686,909,398 99.987173% 66,000 0.003912%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

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6,469,133 98.703068% 66,000 0.395552% 150,400 0.90138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确定2019年度内控审计报酬及续聘2020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686,967,098 99.990593% 8,300 0.000492%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

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6,526,833 99.04887665% 8,300 0.04974369% 150,400 0.90137966%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 5,000 0.000296% 150,400 0.008915%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

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 5,000 0.029966% 150,400 0.90138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经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的《公司章程》于2020年5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

数的 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股 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

总数的 比例

1,686,970,398 99.9907891% 5,100 0.0003023% 150,300 0.0089086% 是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

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

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6,530,133 99.0686543% 5,100 0.0305654% 150,300 0.9007803%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于2020年5月23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所作的《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信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谢思敏、杨中华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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