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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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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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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绵阳市高新区绵兴东路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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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05,59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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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3.9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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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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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董事吴定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职工监事刘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其他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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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29,078 97.6153 26,072,971 2.3582 292,100 0.0265

2、议案名称：《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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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29,078 97.6153 26,112,971 2.3618 252,100 0.0229

3、议案名称：《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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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29,078 97.6153 26,072,971 2.3582 292,100 0.0265

4、议案名称：《公司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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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29,078 97.6153 26,112,971 2.3618 252,100 0.022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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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782,889 97.6653 25,559,160 2.3118 252,100 0.022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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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29,078 97.6153 25,752,971 2.3293 612,100 0.055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预计负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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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29,078 97.6153 26,247,971 2.3741 117,100 0.0106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对部分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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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29,078 97.6153 26,247,971 2.3741 117,100 0.0106

9、议案名称：《关于开展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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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92,579 97.6210 26,184,470 2.3683 117,100 0.0107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形资产核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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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29,078 97.6153 26,042,671 2.3555 322,400 0.0292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对部分下属子公司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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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229,078 97.6153 26,042,671 2.3555 322,400 0.0292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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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456,151 97.2740 29,456,098 2.6642 681,900 0.0618

13.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13.01、议案名称：《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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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164,750 97.2476 29,763,799 2.6921 665,600 0.0603

13.02、议案名称：《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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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5,164,750 97.2476 29,612,499 2.6784 816,900 0.0740

13.03、议案名称：《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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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782,540 97.2131 30,449,209 2.7541 362,400 0.0328

13.04、议案名称：《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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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782,540 97.2131 30,449,209 2.7541 362,400 0.0328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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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4,781,540 97.2131 30,297,909 2.7404 513,700 0.046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0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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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王新先生

1,080,396,581 97.7209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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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的预案》

7,070,099 21.5018 25,559,160 77.7314 252,100 0.7668

6

《关于续聘公司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6,516,288 19.8175 25,752,971 78.3208 612,100 1.8617

7

《关于公司

2021

年度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预计负债的议案》

6,516,288 19.8175 26,247,971 79.8262 117,100 0.3563

9

《关于开展远期外汇

交易业务的议案》

6,579,789 20.0106 26,184,470 79.6331 117,100 0.3563

10

《关于公司及下属公

司无形资产核销的

议案》

6,516,288 19.8175 26,042,671 79.2019 322,400 0.9806

11

《关于公司对部分下

属子公司新增担保

额度的议案》

6,516,288 19.8175 26,042,671 79.2019 322,400 0.9806

15.01

王新先生

7,683,791 23.368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他议案

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月华律师、任靖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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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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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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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2年6月29日（星期三）下午2时30分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6月2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6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22年6月2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7号致真大厦紫光展厅1-1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于英涛

6、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9名，代表股份数1,542,642,85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3.937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名，代表股份数1,

471,297,46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42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4名，代表股份数

71,345,3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45%。

8、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的李静和刘伟东律师

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1,542,305,45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1%；反

对118,3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7%；弃权219,096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3,749,98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424%； 反对118,3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53%；弃权219,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23%。

2、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1,542,305,45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1%；反

对118,3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7%；弃权219,096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3,749,98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424%； 反对118,3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53%；弃权219,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23%。

3、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542,305,45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1%；反

对118,3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7%；弃权219,096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3,749,98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424%； 反对118,3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53%；弃权219,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23%。

4、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1,542,305,45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781%；反

对118,3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77%；弃权219,096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3,749,986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424%； 反对118,3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553%；弃权219,0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23%。

5、审议通过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1,542,499,7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07%；反对

140,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91%；弃权2,600股，占出席

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3,944,2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32%； 反对140,5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56%；弃权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12%。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

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1,541,791,69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448%；反对

623,3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404%；弃权227,796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14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3,236,227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024%； 反对623,36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2912%；弃权227,79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1064%。

7、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1,542,502,75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9.9909%；反对

128,50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83%；弃权11,6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0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13,947,282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346%； 反对128,503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600%；弃权1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0054%。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静、刘伟东

3、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30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 � �公告编号：2022－033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2年6月29日，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控股股东西藏紫光通信投

资有限公司的通知，获悉其已将所持有的公司745,503,999股股份办理完成了解除质押登记手

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解除日

质权人

西藏紫光通信投

资有限公司

是

745,503,999 56.11% 26.07%

2017

年

2

月

24

日

2022

年

6

月

28

日

中国进出口

银行

合计

745,503,999 56.11% 26.07%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西藏紫光通信投资有限公司所持公司全部股份1,328,555,471股不存

在质押情况。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解除证券质押登记通知》。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6月30日

证券代码：002910� � � �证券简称：庄园牧场 公告编号：2022-041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

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

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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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6月29日下午14:00开始

②A股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6月29日上午9:15-9:25，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2年6月29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肃省商会大厦B座26层多媒体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年度股东大会及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4）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革显先生

（6） 本公司于2022年6月8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

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

案暨会议补充通知的公告》； 于2022年6月8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

com.hk)刊登了年度股东大会、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通告，并按规定派发了通

函。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出席情况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0名，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为142,

481,86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1.3139%。

通过现场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0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为140,872,76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0.6215%。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4名，代表A股股份116,023,765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820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9282%；

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名，代表H股股份24,849,000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0.7344%，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0.6932%。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共计30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609,100股，占公司A

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5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6924%。

（2）A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A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17,632,865股，占公

司A股股份总数的59.6361%。

其中：通过现场表决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116,

023,765股，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58.820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30人，拥有及

代表的股份为1,609,100股，占公司A股股份总数的0.8158%。

（3）H股类别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6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24,769,000股，占

公司H股股份总数的70.5067%。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千里硕融资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以现场及通讯方式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委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

务所、股东代表、监事代表担任点票人和监票员。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及A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

以下提案：

（一）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79,965股同意,0股反对，101,9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28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30,9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1,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6%。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6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98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10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73%。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关于公司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79,965股同意,0股反对，101,9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28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30,9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1,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6%。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6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98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10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73%。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3、关于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79,965股同意,0股反对，101,9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28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30,9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6%。H股股东同意24,849,000

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6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98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173%。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4、关于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的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79,965股同意,0股反对，101,9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28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30,9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6%。H股股东同意24,849,000

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6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98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10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173%。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5、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92,865股同意,0股反对，89,0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37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43,8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8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997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24%。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6、关于公司2021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92,865股同意,0股反对，89,0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37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43,8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8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997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24%。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7、关于公司2021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92,865股同意,0股反对，89,0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37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43,8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8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997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24%。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8、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92,865股同意,0股反对，89,0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37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43,8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8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997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24%。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9、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79,965股同意,0股反对，101,90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28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30,9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34%；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01,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6%。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6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1.98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10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73%。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0、关于续聘公司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392,865股同意,0股反对，89,0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375%。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43,8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8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9976%；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24%。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1、关于2022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422,965股同意,0股反对，58,90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87%。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573,9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99%；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58,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212,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5.3659%；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58,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341%。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12、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060,865股同意,0股反对，12,900股弃权，338,100股回避, 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9%。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281,865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0%；

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2,9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

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9%。H股股东同意24,779,00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7183%；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258,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9851%；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

权1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49%。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3、关于公司开展H股回购要约并退市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142,481,865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632,865股， 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2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4、 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回购要约及退市有关事项的议

案

表决结果：142,481,865股同意,0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

其中：A股股东同意117,632,865股， 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H股股东同意24,849,00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H股股

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27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A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117,543,86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43%；反

对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89,00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7%。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A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关于公司开展H股回购要约并退市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

表决结果：117,632,86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A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回购要约及退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117,632,86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 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A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

1、关于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24,769,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H股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2、关于公司开展H股回购要约并退市及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24,769,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议案经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独立H股股东所持全部H股股份数的75%以上决议通

过且反对票数不超过独立H股股东所持全部H股股份数的10%。

3、关于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H股回购要约及退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24,769,00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H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A股股东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

该议案经出席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独立H股股东所持全部H股股份数的75%以上决议通

过且反对票数不超过独立H股股东所持全部H股股份数的1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中联（兰州）律师事务所霍吉栋律师、牟宇鹏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

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 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

大会决议

2、《上海中联（兰州） 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

2022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的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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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

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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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6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因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未

能满足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

条件所涉及的76名激励对象合计所持的869,508股限制性股票；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1名已退休

离职激励对象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2,18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的《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2019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

二个解除限售期全部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35）。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2年6

月29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由232,381,032元减少至231,499,344

元，公司总股本由232,381,032股（其中：A股197,251,032股，H股35,130,000股）减少至231,499,

344股（其中：A股196,369,344股，H股35,130,000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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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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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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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本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方式如下：

1、申报地点：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雁园路601号甘肃省商会大厦B座26层

2、申报时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9:00-11:30；13:30-17: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

日除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注明“申报债

权” 字样。

3、联系人：潘莱

4、联系电话：0931-8753001

5、传真电话：0931-8699582

6、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此公告。

兰州庄园牧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