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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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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第四次职工代表大会于2021年4月14日

下午在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召开，会议由公司党委副书记王永锋先生主持，共60名职工代表参加会议。因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届满需换届选举，会议经过讨论，以60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同意选举夏

火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夏火明先生简历附后），任期与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相

同。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16日

附：夏火明先生简历

夏火明，男，1963年出生，毕业于安徽广播电视大学。1980年进入宁国水泥厂，历任公司一二分厂厂长、

生产处处长，宁波海螺塑料型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唐山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英德海螺型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公司销售部副部长、门窗分厂厂长，芜湖海螺门窗有限责任公司副

总经理。现任公司纪委副书记、工会副主席、塑料与门窗研究所副所长，芜湖海螺门窗有限责任公司党总支

书记、董事长。

截止公告日,夏火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位兼任职务，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查询，夏火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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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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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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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形，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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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5日上午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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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一9:25,

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

15日上午9:15至2021年4月15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港湾路38号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万涌先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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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144,900,97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2503%。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6人，共代表20位股东，代表股份143,155,5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65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9人，代表股份1,745,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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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下同）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13人，共代表26位股东，代

表股份24,521,57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4人，代表17位股东，代表股份22,776,179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326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1,745,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848%。

3、其他出席人员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律师列

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43,741,6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1999%；反对1,159,3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8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2723%；反对1,159,3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77%；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2、《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43,741,6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1999%；反对1,159,3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8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2723%；反对1,159,3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77%；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3、《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1）表决情况：

同意143,741,6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1999%；反对1,159,3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8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2723%；反对1,159,3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77%；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4、《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43,741,6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1999%；反对1,159,3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8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2723%；反对1,159,3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77%；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5、《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44,481,3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7104%；反对419,6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289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4,101,9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8.2889%；反对419,6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11%；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6、《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表决情况：

同意143,741,6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1999%；反对1,159,3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8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2723%；反对1,159,3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77%；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23,412,2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5.4762%；反对1,109,3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4.523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412,2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4762%；反对1,109,3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238%；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股份110,282,693股，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有限

公司与安徽海螺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均系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属控股企业，分别持有公

司股份7,160,000股和2,936,700股。上述3位股东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在本议案表决时，均回避表决。

8、《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43,741,6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1999%；反对1,159,3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8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2723%；反对1,159,3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77%；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43,741,6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1999%；反对1,159,3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8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2723%；反对1,159,3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277%；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43,285,3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8.8850%；反对1,615,6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1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2,905,9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4115%；反对1,615,6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8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1）表决情况：

同意143,285,3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8.8850%；反对1,615,600股，占出

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1.11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2,905,9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3.4115%；反对1,615,600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85%；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选举万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12.02选举汪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12.03选举王杨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12.04选举虞节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12.05选举汪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8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85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12.06选举朱守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8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85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13、《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选举陈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5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8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13.02选举方仕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79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13.03选举刘春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5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82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14、《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4.01选举吴小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4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81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14.02选举丁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表决情况：

同意143,895,274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99.305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同意23,515,881股，占出席会议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5.8987%。

（2）表决结果：通过。

此外，公司三位独立董事张光杰、周泽将、雷华分别提交了《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并在本次

股东大会上进行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敏、王玉蓉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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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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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董事会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4月5

日以书面方式（直接或电子邮件）发出。

2、董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下午在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1115会议室召开。

3、董事会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9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

4、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公司董事万涌先生主持，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万涌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

施细则》规定，会议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方仕江先生、董事万涌先生、汪鹏飞先生、王杨林先生、汪涛女士为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其中，公司董事长万涌先生为召集人。战略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

会任期相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

施细则》规定，会议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陈骏先生、刘春彦先生、董事汪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成员，其中，陈骏先生为召集人。审计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

施细则》规定，会议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刘春彦先生、方仕江先生、董事万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成员，其中，刘春彦先生为召集人。提名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完成换届选举，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实施细则》规定，会议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方仕江先生、陈骏先生、董事王杨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其中，方仕江先生为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海螺型材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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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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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监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于2021年4月5

日以书面方式（直接或电子邮件）发出。

2、监事会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下午在芜湖海螺国际大酒店1110会议室召开。

3、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3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

4、经推选，会议由公司监事吴小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5、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会议审议的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吴小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海螺型材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16日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关于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接受芜湖海螺型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

司”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列席了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办公楼5楼会议室召

开的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下称“中国法律法规” ）及《芜湖海螺型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资格、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等事宜（以下称“程序事宜”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第八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独立董事发表的意见以及根据上述内容

刊登的公告、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资料和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等，同时听取

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

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或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律师对该事实的了解，仅

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程序事宜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发表法律意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必需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所出具之

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未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根据中国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

谨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1年3月19日审议通过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2021

年3月23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的公告。该公告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届次、召集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会议召开方式、出席对象、

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提案编码、会议登记事项、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及其他事项，并说明了

截至2021年4月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

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会议，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14项议案，包括：

1、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4、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8、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11、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12、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选举万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2选举汪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3选举王杨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4选举虞节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5选举汪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06选举朱守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3、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3.01选举陈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2选举方仕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03选举刘春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4、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4.01选举吴小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14.02选举丁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议案或议案的主要内容已于2021年3月23日公告。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于通知载明的地点和日期如期召开，其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包括股东及/或股东代理人，以下同）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6名（代表20名股东），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43,155,57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654%。

经验证，本所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表的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表9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45,4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848％。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份。

2、参加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2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4,521,57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15%。

3、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除股东代表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

秘书；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现场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股东代表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

2、网络投票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方式，其中，股东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

00-15:00；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内的任意时间。

投票结束后， 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份数和表决

结果等情况。

3、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现场表决参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

序进行计票、监票，并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网络投票在会议通知确定的时间段内，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了两种投票方式的表决结

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全部议案均经参加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代表的

有效投票表决通过。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5.2723%。

议案2《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5.2723%。

议案3《公司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362,2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2723%。

议案4《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2723%。

议案5《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4,101,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8.2889%。

议案6《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2723%。

议案7《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412,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95.4762%。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8《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审计机构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5.2723%。

议案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三分之

二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362,2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2723%。

议案10《关于公司董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2,905,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93.4115%。

议案11《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2,905,9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的93.4115%。

议案12《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为普通议案，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

决结果如下：

（1）《选举万涌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8987%。

（2）《选举汪鹏飞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5.8987%。

（3）《选举王杨林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5.8987%。

（4）《选举虞节玉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95.8987%。

（5）《选举汪涛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8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8987%。

（6）《选举朱守益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

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8987%。

议案13《关于董事会换届暨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为普通议案，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1）《选举陈骏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一

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82票，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8987%。

（2）《选举方仕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79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8987%。

（3）《选举刘春彦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分之

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82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95.8987%。

议案14《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并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

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选举吴小明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8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的95.8987%。

（2）《选举丁锋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二

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同意23,515,881票，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95.8987%。

经验证，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其中两份由本所提交贵公司，一份由本所留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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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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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举行。现场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14:50起，在深圳市光明区新陂头美盈森集团办公楼二

楼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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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15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15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二）本次会议由第五届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海鹏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三）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795,251,986股，占公司股份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9323%。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人， 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73,065,67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比例为50.4835%。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9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2,186,312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为1.4488%。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继续全权办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3,369,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33％；反对1,88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7％；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表决结果为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93,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8076％；反对1,88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920％；弃权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2、《关于延长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3,319,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70％；反对1,93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0％；弃权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表决结果为

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1,043,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1.5899％；反对1,93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096％；弃权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4％。

3、《关于修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86,350,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07％；反对8,520,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15％；弃权3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8％。表决结果为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方啸中律师、黄心怡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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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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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4

月12日送达。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16:30起，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

人，现场出席的董事7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内容以及召集、召开的方式、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海鹏先生召集并主持。

与会董事经过充分的讨论，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以同意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

申请文件的议案》。

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变化、投资者建议、融资时机等因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为维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董事会经审议同意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

2020年2月10日，公司召开的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该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事项的期限为2020年2月10日至2021年2月9日。

2021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继续全权办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继续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授权， 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无需再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2020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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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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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2021年4月

12日送达。本次会议于2021年4月15日17:00起，在公司五号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

现场出席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利科先生召集并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以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

申请文件的议案》。

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变化、投资者建议、融资时机等因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为维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公司监事会经审议同意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终止2020年度非

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0）。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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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

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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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

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

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事项，

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材料。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1月22日、2020年2月10日分别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20年度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

案》；

公司于2020年3月26日、2020年4月21日分别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2019年度股东大会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2020年5月20日， 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

201068）；

2020年6月15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201068

号）；

2020年7月1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2020年7月27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与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修订稿）》；

公司于2020年12月28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美盈森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2021年4月6日，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

根据会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获得审核通过。

截至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书面核准文件。

二、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原因

自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启动以来，公司董事会、经营层与中介机构等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变化、投资者建议、融资时机等因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为维护

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与各方充分沟通，公司决定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

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材料。

三、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本次

非公开发行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材料。

2020年2月10日，公司召开的2020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该次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事项的期限为2020年2月10日至2021年2月9日。

2021年4月15日，公司召开的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继续全权办理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根据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

事会继续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事宜的授权， 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经董

事会审议通过后即生效，无需再行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是综合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变化、投资者

建议、融资时机等因素，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发展规划作出的审慎决策，相关决策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并向中

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材料。

五、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并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材

料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终止2020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美盈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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