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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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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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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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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

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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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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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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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天武先生。

6、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45,972,052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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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345,972,0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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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

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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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 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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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45,97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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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45,97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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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45,97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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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45,97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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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97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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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97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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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20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97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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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2020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972,0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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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回购注销部分2018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5,272,6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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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成艳女士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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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审议通过《股份公司回购注销部分2019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2,058,6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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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何晓霞女士作为激励对象，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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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李强、黄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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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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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备查文件

1、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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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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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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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减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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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股份公司回购注销部分2018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股份公司回购

注销部分2019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4名激励对象离职及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核未达标，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

规定，公司将对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5,25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公司业绩考

核未达标，根据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已授予但

尚未解除限售的800,0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6,050,000元。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年4月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2018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0-021）、《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2019年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0-022）。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

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

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有关证

明文件。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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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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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310号），现将具体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1、你公司在5月13日披露的《股票异常波动的公告》中称， 5月11日你公司与电商直

播机构谦寻文化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公司将与谦寻文化旗下的淘宝主播薇娅在消费者

反馈、产品销售、薇娅肖像权、公益等方面开展合作。5月11日多家媒体均已对上述合作进行报

道，5月8日你公司股票首度涨停。请你公司说明：

（1）结合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情况，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营销业务和社交电商

服务业务，自查是否通过非信息披露渠道向调研机构及个人投资者透露内幕信息，是否存在

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事项。

回复：

近期，公司接待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如下：

调研时间 调研方式 调研对象 披露日期

2020年5月12日 电话沟通 长江证券、广发证券、每日经济新闻 2020年5月13日

2020年5月13日 电话沟通 海通证券、中金公司、光大证券 2020年5月13日

2020年5月20日 电话会议 天风证券、华安基金、浙商证券等18家机构 2020年5月21日

公司近期共接待了3次投资者调研和媒体采访， 公司根据调研内容编制了投资者关系活

动记录表，并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进行了披露。公司接待投资者调研，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流内容为公司已依法披露的信息或未达到依法对外披露标

准的信息，投资者调研活动结束后，公司及时编制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并对外披露，公司没

有通过非信息披露渠道向调研机构及个人投资者透露内幕信息，不存在违反公平披露原则的

事项。

（2）请自查上述《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及披露，是否存在违反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与谦寻（杭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谦寻文化” ）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是正常的商业合作，公司相关人员在协议的商谈及签署过程中，取得了必要的授

权，并严格履行了公司的合同签署流程。

2020年5月11日下午，公司与谦寻文化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签署完成后，公司

品牌宣传部门向媒体推送了相关的内容。2020年5月11日19:05:18，公司与谦寻文化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的相关内容首次出现在凤凰网财经频道 （相关链接为https://finance.ifeng.

com/c/7wO8R6QpuNj）。后续，大量媒体开始报道、关注、解读此事件，并撰写或转载相关内

容。

根据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具体内容，公司判断实质是与电商直播机构合作，通过其电

商直播渠道销售公司产品，是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且电商直播销售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

较低，达不到法定信息披露的标准，因此，公司未通过法定信息披露媒体进行公告，由公司的

品牌宣传部门对此事进行品牌宣传与推广。

综上，公司与谦寻文化《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以及披露，不存在违反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和《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情形。

（3）公司过去两年与电商直播机构谦寻文化的详细合作情况、对公司经营业绩及成本费

用的影响，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与过往合作情况是否存在实质差异。

回复：

公司过去两年与谦寻文化的合作模式，主要通过在阿里V任务平台下单，经选品环节后，

在淘宝直播“薇娅” 直播间等平台以直播的方式对公司的产品进行销售，公司按照约定支付

链接费以及销售佣金。公司产品进入“薇娅”直播间销售的频次比较低。

截止目前，公司与谦寻文化旗下主播“薇娅” 共合作7次，其中2019年合作直播销售公司

产品3次，累计销售金额469.25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18%，公司支付的费用

为104.22万元， 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营销费用的0.15%；2020年合作直播销售公司产品共4次，

2020年5月18日直播销售公司产品因结算周期原因暂未结算， 其他3次累计销售金额为812.12

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0.31%，公司支付的费用为213.24万元，占公司2019年经

审计的营销费用的0.30%。

公司本次与谦寻文化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根据“薇娅” 粉丝的反馈，有针对性的进

行产品开发，增加公司产品进入“薇娅”直播间销售的频次，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销量和品牌

知名度。公司仍然是通过“薇娅”直播间等平台直播销售公司产品，并按约定支付策划费以及

销售佣金。

综上，本次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与过往合作情况不存在实质差异。

问题2、 请结合你公司近三个月的股价走势， 补充披露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

人、你公司董监高和持股5%以上股东的具体减持情况、未来三个月申请解除限售情况等，说明

是否存在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是否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网红直

播”市场热点进行股价炒作并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回复：

1、公司近三个月的股价走势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监高和持股

5%以上股东的具体减持情况。

2019年9月5日，公司披露了《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

告》（2019-069）。公司董事伍伟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在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超过1,663,400股，不超过披露日

当时公司总股本的0.21%。截止2020年3月28日，伍伟女士减持时间届满并实施完毕，在减持区

间内，伍伟女士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94,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

2020年4月16日，公司披露了《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

的预披露公告》（2020-012）。公司5%以上股东伍静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计划在本减持计划

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1.57%。公告披露15个交易日后，5月12日开始，伍静女士开始减持

公司股份。截止本关注函回函日，伍静女士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7,199,100股，占公

司总股本大的0.94%，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7,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2%。

伍静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伍伟女士减持股份导致了权益变动， 公司于2020年5月21日披

露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0年5月14日， 公司董事张爱纯之子周瑜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了公司股份76,95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01%。

2020年5月15日、5月19日、5月20日和5月21日， 公司副总经理成艳女士及其配偶张戬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累计减持了公司股份140,3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上述人员近三个月减持公司股份的明细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元） 减持股数（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伍伟 集中竞价

2020年3月2日 5.26 50,000 0.0065%

2020年3月3日 5.23 50,000 0.0065%

2020年3月5日 5.20 80,000 0.0105%

2020年3月17日 4.58 261,000 0.0342%

伍静

集中竞价

2020年5月12日 5.28 2,000,000 0.2618%

2020年5月13日 5.81 2,000,000 0.2618%

2020年5月14日 6.39 2,000,100 0.2618%

2020年5月15日 7.03 1,199,000 0.1569%

大宗交易 2020年5月18日 7.58 7,000,000 0.9161%

周瑜 集中竞价 2020年5月14日 6.39 76,959 0.0101%

张戬 集中竞价

2020年5月15日 7.03 20,000 0.0026%

2020年5月19日 8.50 10,000 0.0013%

2020年5月20日 9.35 40,000 0.0052%

2020年5月21日 9.67 70,000 0.0092%

成艳 集中竞价 2020年5月21日 9.96 366 0.0000%

除上述情况外，截止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减持公司股份。

经核查，上述交易均未处于内幕信息知情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持

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也不存在操作市场的情形。

2、未来三个月申请解除限售情况

经自查，截止本关注函回复日，未来三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

监高和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限售股解除限售的情形。

3、公司不存在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网红直播” 市场热点进行股价炒作并

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终端门店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为了减少疫情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充分利用自有“一屋好货” 平台以及各种互联网销售模式开展业务活动。作为互联网销

售模式之一的电商直播增长非常迅速，也是行业内公司自疫情爆发以来普遍采取的产品销售

模式，公司也充分利用电商直播，与多家直播机构以及直播平台展开合作。公司与谦寻文化旗

下主播“薇娅” 于2019年8月开始合作，截止目前，公司共7次通过“薇娅” 直播间直播销售公

司产品。《战略合作协议》的实质也是通过“薇娅” 直播间直播销售公司产品，是公司正常的

经营活动，本次合作有利于公司精准的进行直播产品的开发，增加公司产品进入“薇娅” 直播

间销售的频次，提升公司产品销量和品牌知名度，是公司实际的经营需求。因此，公司不存在

利用其他非信息披露渠道主动迎合“网红直播” 市场热点进行股价炒作并配合股东减持的情

形。

问题3、你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与重大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公告是否准确、是否存在需补

充、更正的情形。

回复：

经自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事项或与重大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前期披露的公告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的

情形。

问题4、你公司认为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回复：

就贵部关注函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已审慎核查并在前述问题回复中对公司有关事项进

行了说明，不存在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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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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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建业路8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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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07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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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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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杨建刚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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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刘林然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黄海出席本次会议；总经理侯振坤、副总经理侯瑞宏、宁武、高

丽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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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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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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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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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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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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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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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21,263 99.9732 9,600 0.0268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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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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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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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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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长期服务持股计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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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长期服务持股计划管理规

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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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核心员工长期服务持股计划

有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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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068,627 99.9791 9,600 0.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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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的议案

2,772,591 99.6549 9,600 0.3451 0 0.0000

6 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772,591 99.6549 9,600 0.3451 0 0.0000

7 关于公司2020年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2,772,591 99.6549 9,600 0.3451 0 0.0000

8 关于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2,772,591 99.6549 9,600 0.3451 0 0.0000

9

关于《公司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2,772,591 99.6549 9,600 0.3451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2,772,591 99.6549 9,600 0.3451 0 0.0000

12

关于《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

工长期服务持股计划（草案）》的议案

2,772,591 99.6549 9,600 0.3451 0 0.0000

13

关于《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

工长期服务持股计划管理规则》的议案

2,772,591 99.6549 9,600 0.3451 0 0.0000

14

关于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核

心员工长期服务持股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2,772,591 99.6549 9,600 0.3451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7关于公司2020年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黎明化工研究设计院有限责任公

司回避表决。该公司持有表决股份数10,247,364股，其所持股份在该项议案的表决中未计入有

效表决权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勇、黄夕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大会规则》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

决议均合法有效。

上海凯众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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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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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下午15: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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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5月22日上午9:15至2020年

5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布心路3033号水贝壹号A座19楼周大生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

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宗文先生主持。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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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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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777,40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3.850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514,746,09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0.42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25,031,3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24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38,625,4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28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13,594,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59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25,031,3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4247％。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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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777,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25,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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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777,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25,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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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777,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25,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777,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25,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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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777,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25,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4,112,09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504％；反对324,109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0％；弃权5,34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960,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85.3327％；反对324,109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8391％；弃权5,341,2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3.8282％。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17,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33,0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泰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募集资金2019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777,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25,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规模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777,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25,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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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9,777,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25,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7,617,08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33,0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关联股东深圳市周氏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金大元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泰有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对上述议案回避表决。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1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268,7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8％；反对49,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459,4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16,7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30％；反对49,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1274％；弃权459,47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1896％。

（1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268,73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58％；反对49,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459,4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116,74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98.6830％；反对49,2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1274％；弃权459,478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1896％。

（1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39,777,40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8,625,41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曹平生、孙伟博

（三）结论性意见：信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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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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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首次及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该议案已获2020年5月22日召开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相关回购注销的议案，公司将对21名已获授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相应限制性股

票合计89,587股进行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部分的回购价格为8.68元/股，预留授予部分的回购

价格为9.06元/股。若公司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在2019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完成，则相关回购

价格需要根据《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调整后，首次授予部分的回购价格

变更为8.23元/股，预留授予部分的回购价格变更为8.61元/股。

待上述回购价格调整事项完成后，公司将在规定时间内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该部分股票的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从730,905,188股减至730,815,

601股，注册资本将从730,905,188元减至730,815,601元。办理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前，若公司总股

本有变化的，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将按最新股本进行计算。

本次公司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的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附随有关证

明文件。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139

2020年 5 月 23 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