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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下午 2: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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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20 日上午 9:15- 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星网锐捷科技园
22 栋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1 人，代表股份 272,271,95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46.67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187,504,39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32.14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2 人，代表股份 84,767,563 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 14.532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00 人，代表股份 116,820,00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20.028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股份 32,052,446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5.495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2 人，代表股份 84,767,563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14.5329％。

6．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
新颖律师、韩叙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黄奕豪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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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72,193,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11％；反对 78,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16,741,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25％；反对 78,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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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72,205,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5％；反对 6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6,753,2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8％；反对 6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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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72,189,3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97％；反对 82,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0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6,737,4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93％；反对 82,6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7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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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72,201,9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43％；反对 7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6,750,0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1％；反对 7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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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72,190,5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01％；反对 69,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57％；弃权 1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6,738,6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03％；反对 69,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98％；弃权 11,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98％。

表决结果：通过。
（六） 审议《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或低风

险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65,904,067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6612％ ； 反对

6,367,8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338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0,452,11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5490％ ； 反对

6,367,8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45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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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关于续聘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71,506,34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88％；反对 765,61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6,054,39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3446％；反对 765,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5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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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审议《关于 2020 年信贷使用及票据质押计划安排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71,966,8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879％；反对 30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12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6,514,90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388％；反对 305,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6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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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审议《2019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72,205,1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5％；反对 6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6,753,2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8％； 反对 6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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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64,182,75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7.0290％ ； 反对

8,089,20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2.97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08,730,80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0755％ ； 反对

8,089,20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2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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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修订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272,205,159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55％； 反对 66,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4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116,753,20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8％； 反对 66,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5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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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王新颖律师、韩叙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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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星网锐捷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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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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相关子公司收到招标单
位东莞市沙田镇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广东泰通伟业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和交易场所东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发出的《中标通知书》，确定公司
子公司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与东莞市水利勘测
设计院有限公司、 湖南化工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该项目

的中标人。 项目相关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沙田镇西太隆河流域综合整治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2.� 招标人：东莞市沙田镇水务工程建设运营中心
3.� 中标人：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市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岭南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化工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4.� 项目中标值：639,134,664.06 元（具体以合同签订金额为准）
5.� 建设规模：西太隆河流域综合整治全长约 18.45 公里，具体范围为从渡船舟

涌至轮渡路下游河口的西太隆河，包括主河涌西太隆河以及大泥涌、六和涌、茂隆
河、三大圳河、鞋底沙河、稔洲河等六条支流。 拟建设内容包括水景观与特色营造工
程（含水生态和部分水环境）、水安全提升工程（护岸、河道清障、水闸）、水环境治理
工程（清淤、排放口整治）以及智慧水务等工程，拟设计防洪标准为 50 年一遇，设计
排涝标准为 20 年一遇，24 小时暴雨 24 小时排干（具体建设规模及内容以初步设计
批复的文件为准）。

6.� 计划工期：1,005 日历天

截至公告日，上述项目尚未签订正式合同，项目具体内容及实施以正式合同条
款为准，每个环节的工作推进受多方因素影响，时间上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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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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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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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星期三）下午 2：30，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0 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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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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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0 日 9:
15-15:00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龙溪街道环山路 899 号 B 座三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芮勇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4 日（星期四）
7、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刊登在 2020 年 4 月 29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
8、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9、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做了 2019 年度的述职报告。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 名 (代表股东 7 名 )，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 165,680,0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9.3759%。 其中：
1、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 人（代表股东 4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 144,966,2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4.4530%；
2、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713,795� �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229%� � � ；
3、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3�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0,713,79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229%� � 。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3：《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4：《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5：《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6：《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7：《关于预计 2020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8：《募集资金 2019 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9：《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0：《关于拟聘任 2020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1：《关于现金购买湖州南太湖热电有限公司污泥无害化处理业务资产组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21,813,795 股，同意 21,813,795 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本议案关联股东： 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42,866,210 股， 芮勇先生持股
1,000,000 股，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议案 12：《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为 165,680,005 股，同意 165,680,005 股，占

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 �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20,713,79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 。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以上议案中第 6 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事项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的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即可。 以上议案均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旺

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为合法、有效。

本次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 2020 年 5 月 21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

六、备查文件
1.�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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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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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将采用现场表决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为充分保障全体股东行使表决权，切实保护广大投资
者合法权益，现将有关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经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

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周五）下午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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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6、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8 日（星期一）
7、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融新科技中心 F 座公司会议室。
8、会议出席对象：
（1）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委托授权书》见附件二），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
司股东；

（2）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工作人员。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会议审议议案
议案 1、审议《关于 < 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 的议案》；
议案 2、审议《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议案 3、审议《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议案 4、审议《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议案 5、审议《关于 <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 的

议案》；
议案 6、审议《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方案

的议案》；
议案 7、审议《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 8、审议《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议案 10、审议《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2、公司独立董事于长江先生、李晓维先生、刘东进先生将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上述职。
3、上述议案 5、议案 6、议案 7、议案 8、议案 9 及议案 10 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①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的表决单独计票，并根据计票结果进行公开披露。

上述各项议案已经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独立董事已就议案 5、议案 6、议
案 7、议案 8、议案 9、议案 10 共 6 个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议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设置总提案，对应的议案编码为 100。 提案编码 1.00 代表提案 1，

提案编码 2.00� 代表提案 2，以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如下所示：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津贴）方案的
议案 √

7.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预计 2020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

10.0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1、登记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9:30-17:30）
2、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融新科技中心 F 座公司会议室。
3、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

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和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书面授权委托书
（请详见附件二）、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账户
卡、单位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办理登记。

（2）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出席条件的自然人股东，需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
票账户卡办理登记；自然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需持有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件、书面授权委托书（请详见附件二）、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
办理登记。

（3） 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需凭以上有关证件及经填写的登记表（请见附件
三）采取直接送达、电子邮件、邮戳或传真送达方式于规定的登记时间内进行确认
登记。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
登记材料复印件须加盖公章。 不接受电话登记。

（4）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的原件到场，本
次股东大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谢绝未按会议登记方式预约登记者出席。

4、会议联系人：范改芳
电话：010-62968869� � � � � 传真：010-62968116
电子邮件：dongban@� honghe-tech.com
会议费用：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为半天，出席者所有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请详见本通知附件
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六、备查文件
1、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委托授权书》
附件三：《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深市投资者投票代码：362955，投票简称为“鸿合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为非累积投票的议案，填报表

决意见为：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

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
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22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2、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2 日 9:15-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

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
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单位）作为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合科技”）的股东，兹

全权委托 _______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

各项提案进行投票表决，且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其行使表
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1.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
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

7.00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00 关于预计 2020 年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9.00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和闲置自有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10.00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 √
注：请在“同意”、“反对”或“弃权”栏之一打“√”。 每一议案，只能选填一项表决

类型，不选或者多选视为无效。 如委托人未作明确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
己的意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人深圳股票账户卡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委托日期：_______ 年 ___ 月 ___ 日，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日起至本次

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附件三：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参会登记表
单位名称/姓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代理人姓名（如适用）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如适用）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股份性质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备注事项

注：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证券代码：002955 证券简称：鸿合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3

鸿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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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任何
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3），

由于工作人员疏忽，公告中相关表述有误且不够完善，现予以补充更正。 具体
如下：

更正前：
同意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安华智能股份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 4,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第一笔担保开始起一年。
更正后：
同意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安华智能股份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

人民币 3,8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为自第一笔担保开始起一年。
更正前：
2、 担保金额： 公司为安华智能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更正后：
2、 担保金额： 公司为安华智能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800

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更正前：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尚无已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无对外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获得

批准后，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额度为 4,0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
的比例为 9.06%（以上计算为合并报表口径)。

更正后：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尚无已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无对外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获得
批准后，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总额度为 3,800� 万元，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的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的比例为 9.88%（以上计算为合并报表口径)。
补充前：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稳定，资信状况

良好，贷款主要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担保有助于拓宽
子公司融资渠道，缓解流动资金压力，优化融资结构，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利益，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上述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未要求其提供反担保。
补充后：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有助于拓宽子公司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缓解

流动资金压力，优化融资结构，为公司拓展新业务提供有力保障，符合公司的整体
发展利益，公司本次对子公司提供担保不会损害本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本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1%的股权，其经营稳定，资
信状况良好，贷款主要用于补充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担保风险可控。 目前公司未要
求该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提供同比例担保或反担保， 具体融资时将根据银行担
保要求和安华智能其他小股东协商。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证券代码：300698 证券简称：万马科技 公告编号：2020-038

万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持股 5%以上股东深
圳前海彩时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彩时”）函告，获悉其持有公司的部
分股份进行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
是，注明
限售类
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前海
彩时 是 18,100,000 27.15% 4.47%

是,
首发前原

始股
否

2020
年 5 月
19 日

至质权
人办理
解除质
押登记
手续之
日止

中国银
河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股权
类投
资

合计 18,100,000 27.15% 4.47% - - - - - -

前海彩时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变更。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彩
时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266,666,667 65.84% 0 0 0.00% 0.00% 0 0.00% 266,666,667 100.00%

前
海
彩
时

66,666,667 16.46% 32,500,000 50,600,000 75.90% 12.49% 50,600,000 100.00% 16,066,667 100.00%

合
计 333,333,334 82.30% 32,500,000 50,600,000 15.18% 12.49% 50,600,000 100.00% 282,733,334 100.00%

三、备查文件
1、前海彩时出具的告知函；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951 证券简称：金时科技 公告编号：2020-026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