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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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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亦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①现场会议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下午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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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2021年4月

16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李建平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交所《股票上

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出席的股东情况

参加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计18人，持有或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724,022,2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4.2827%。

①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3人，持有或代表公司股份671,037,515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68.8466%；

②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5人，持有或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52,984,758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4361％。

③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代理人）共17人，代表股份54,167,126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5.5574%。

（2）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3）见证律师出席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1、《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所有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同意

股份数（股） 723,549,073

同意

股份数（股） 53,693,926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346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1264

反对

股份数（股） 426,900

反对

股份数（股） 426,9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59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7881

弃权

股份数（股） 46,300

弃权

股份数（股） 46,3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06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85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2、《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所有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同意

股份数（股） 723,549,073

同意

股份数（股） 53,693,926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346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1264

反对

股份数（股） 426,900

反对

股份数（股） 426,9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59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7881

弃权

股份数（股） 46,300

弃权

股份数（股） 46,3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06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85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3、《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所有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同意

股份数（股） 723,548,873

同意

股份数（股） 53,693,726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346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1260

反对

股份数（股） 427,100

反对

股份数（股） 427,1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59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7885

弃权

股份数（股） 46,300

弃权

股份数（股） 46,3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06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85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4、《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所有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同意

股份数（股） 723,708,173

同意

股份数（股） 53,853,026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566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4201

反对

股份数（股） 311,700

反对

股份数（股） 311,7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431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5754

弃权

股份数（股） 2,400

弃权

股份数（股） 2,4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00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044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5、《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所有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同意

股份数（股） 723,592,973

同意

股份数（股） 53,737,826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407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2075

反对

股份数（股） 426,900

反对

股份数（股） 426,9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59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7881

弃权

股份数（股） 2,400

弃权

股份数（股） 2,4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003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044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6、《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所有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统计

同意

股份数（股） 723,549,073

同意

股份数（股） 53,693,926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9346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99.1264

反对

股份数（股） 426,900

反对

股份数（股） 426,9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590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7881

弃权

股份数（股） 46,300

弃权

股份数（股） 46,300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064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比例（%）

0.0855

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的名称：河南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雨涵、陈兵兵

3、结论性意见：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通知公告的时间、方

式及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内容与《通知公告》中所公告的

时间、地点、内容一致。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河南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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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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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简称

1 山东天元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天元信息

●本次拟为天元信息新增提供担保金额：不超过7,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山东华鹏” ）已为子公司天元

信息在银行融资提供8,000万元的最高额担保（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五会议和

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目前天元信息的实际情况，需要向除银行

外多渠道开展融资工作，因此，现申请在担保期限内增加对天元信息及其子公司在金融

机构等的7,000万元最高额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52%，担保期限

为2021年4月-2023年12月之间，上述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天元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00745698650B

注册资本 6,354.797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赵华刚

公司住所 东营市东营区南一路228号

经营范围

计算机技术开发、服务及系统集成；三维建模及应用开发；卫星遥感影像图处理；GPRS无线遥

测、遥控自动化系统开发、应用；GPS测绘设备生产、销售；GPS定位技术服务及相关软硬件产

品开发及销售；测井资料解释处理、油田地质评价及井下测量技术研究服务；微地震评价系统

及油田地质导向服务系统应用开发、服务及销售；安全监控、仪器仪表、物联网技术开发及服

务；热力设备系统开发、应用；油田井下工具及钻井工具研发、销售及服务；管道检测、电缆防

腐层检测；档案数字化数据处理；地名标志制作及设置；地理信息系统工程；石油工程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软件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石油装备研发、销售；测井、测试技术服务；地面微地震

监测技术服务；智慧城市平台技术开发；智慧城市顶层设计、咨询；智慧城市系统集成；自有设

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电脑及耗材、机电设备销售；土地规划、土地登记代理、土地开发整

治；林业调查规划设计；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城乡规划编制；电子及智能化工程；地图编制及

出版；互联网服务；数据处理及存储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年份/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流动负债总额

其中银行贷

款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0年 56,302.55 20,562.07 20,079.97 4,604.13 35,740.49 33,781.43 7,212.40

截止目前，天元信息不存在影响被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3、关系：山东华鹏持有天元信息55%股权，天元信息系公司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为最高额担保， 为子公司在2021年4月-2023年12月之间

发生的融资提供最高额保证，具体金额见本公告第一条。本公司将与金融机构等签署最

高额保证合同， 期限以与金融机构等签订的保证合同时间 （具体时间以合同约定为

准）。

担保形式为本公司与金融机构等签订担保合同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4月16日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上述

担保事项，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情况，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公司已

实际为子公司担保11,486.53万元，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8,513.47万元，公司无

逾期担保。

本次公司拟对子公司提供担保7,000万元，担保余额累计为25,513.47万元，本次拟为

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5.52%，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为子公司融资

提供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了解， 本次融资担保事项充分考虑了子公司2021年资金安

排和实际需求情况，有利于充分利用及灵活配置资源，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事项提交董事会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是公司及子公司实际业务开展的需要，有助于子

公司高效、顺畅的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上述子公司资信

良好，公司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可控；公司提供上述担保事项，会议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资产和正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该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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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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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

知及会议文件已于2021年4月14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1年4月

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议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5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会议经审议表

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许金新、王晓渤、张辉、王自会回避

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4月17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的《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

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24）。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报备文件

《山东华鹏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3021� � � �证券简称：山东华鹏 公告编号：临2021-025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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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5月7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021 山东华鹏 2021/4/28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张德华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1年4月9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25.27%股份

的股东张德华，在2021年4月14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 股东大会

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根据目前子公司山东天元信息技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元信息” ）的实际

情况，需要向除银行外多渠道开展融资工作，因此，现申请在担保期限内增加对天元信息

及其子公司在金融机构等的7,000万元最高额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52%，担保期限为2021年4月-2023年12月之间，该提案已经公司2021年4月16日召开的第

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24）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1年4月9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1年5月7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云路468号六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5月7日

至2021年5月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

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

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0年年度报告》 √

2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4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

5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6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

7 《关于拟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9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10 《关于签署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展期协议的议案》 √

11

《关于签署〈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天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之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

12 《关于拟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3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14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2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议案14已经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其余议案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 详见2021年4月9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6、7、8、9、10、11、12、13、14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7、10、12、14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舜和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6日

● 报备文件

（一）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0年年度报告》

2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 《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5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6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7 《关于拟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的议案》

8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 《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10 《关于签署股权收益权转让及回购展期协议的议案》

11

《关于签署〈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与山东天元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股东之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2 《关于拟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3 《关于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14 《关于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002114� � � �证券简称：罗平锌电 公告编号：2021-032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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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3月27日在《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

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于2021年3月30日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于2021年4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通知的提示性公告》。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和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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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五楼会议室。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主持人：董事长李尤立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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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4,493,400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23,395,267股的32.3114%。

2、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04,297,600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23,395,267股的32.2508％。

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95,8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323,395,267股的0.0605％。

4、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15,895,800股，占

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323,395,267股的4.9153％。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334,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1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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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334,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1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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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04,334,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1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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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104,334,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1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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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含董事长）2020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104,334,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1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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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04,334,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1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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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以及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罗平县锌电公司需回避表决。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159,3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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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同意104,334,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1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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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关于《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融资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104,334,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1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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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0.关于《2021年度对外捐赠》的议案

同意104,334,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76％； 反对159,3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736,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978％；反对

159,3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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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根据表决结果，此项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杨杰群、杨敏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罗平锌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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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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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4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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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4月16日9:15--15:00� 期

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号会议室（地

址：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振兴路北首道恩经济园工业园区）。

（5）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晓宁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1人，代表股份273,433,09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67.0195％。 其中：

①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271,991,81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6.6663％；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 代表股份1,441,27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53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7

人，代表股份1,441,2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3533％。 其中：

①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②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7人， 代表股份1,441,27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3533％。

（3）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77,217 99.7236 755,879 0.2764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85,400 47.5550 755,879 52.4450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82,317 99.7254 743,779 0.2720 7,000 0.0026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90,500 47.9088 743,779 51.6055 7,000 0.48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66,817 99.7198 759,279 0.2777 7,000 0.0026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75,000 46.8334 759,279 52.6809 7,000 0.48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61,617 99.7179 771,479 0.2821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69,800 46.4726 771,479 53.5274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68,917 99.7205 757,179 0.2769 7,000 0.0026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77,100 46.9791 757,179 52.5352 7,000 0.48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82,317 99.7254 750,279 0.2744 500 0.0002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90,500 47.9088 750,279 52.0565 500 0.034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1,872,468 71.3798 743,779 28.3534 7,000 0.2668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90,500 47.9088 743,779 51.6055 7,000 0.4857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道恩集团有限公司、韩丽梅、蒿文朋回避表

决，回避表决的股份数为270,809,849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82,817 99.7256 743,279 0.2718 7,000 0.0026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91,000 47.9435 743,279 51.5708 7,000 0.48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66,817 99.7198 757,179 0.2769 9,100 0.0033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75,000 46.8334 757,179 52.5352 9,100 0.6314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64,617 99.7190 768,479 0.2810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72,800 46.6808 768,479 53.3192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591,517 99.6922 841,579 0.3078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599,700 41.6089 841,579 58.3911 0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经营范围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票数（股） 比例（%）

总表决情况 272,682,817 99.7256 750,279 0.2744 0 0

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

691,000 47.9435 750,279 52.0565 0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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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薛玉婷、徐乐

3、结论性意见：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

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

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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