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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95        证券简称：中牧股份       公告编号：2017-020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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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 月 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总部基地 8

区 17号楼 8层公司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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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7,23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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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8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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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建成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

律师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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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人，出席 2 人，副董事长薛廷伍先生、独立董事郑鸿女

士、独立董事马战坤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会主席刘振水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

能出席现场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叶少华先生出席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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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中牧股份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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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175,078 99.9748 57,201 0.0252 0 0.0000 

 

2、议案名称：中牧股份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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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175,078 99.9748 57,201 0.0252 0 0.0000 

 

3、议案名称：中牧股份独立董事 2016 年度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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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175,078 99.9748 57,201 0.0252 0 0.0000 

 

4、议案名称：中牧股份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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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175,078 99.9748 57,201 0.0252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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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议案名称：中牧股份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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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175,078 99.9748 57,201 0.0252 0 0.0000 

 

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定，公司 2016年度实现净利润

360,624,321.29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334,420,105.51 元，分配

方案为： 

以 2016 年末总股本 42,98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3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01,003,000 元。剩余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结转下一年。 

2016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6、议案名称：中牧股份 2016 年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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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175,078 99.9748 57,201 0.025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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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221,279 99.9951 4,000 0.0017 7,000 0.0032 

 

同意公司在经营范围中增加“粮食收购经营”和“房屋租赁”两项业务，具

体文字描述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最终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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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7,175,078 99.9748 50,201 0.0220 7,000 0.0032 

 

同意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做出如下修订： 

第十三条 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加工、生产饲料原料、饲料、饲

料添加剂、动物保健品、畜禽制品及其相关产品；销售兽药、饲料原料、饲料、

饲料添加剂、动物保健品、畜禽制品及其相关产品、畜牧业生产资料；研究开发

饲料新品种、饲料新技术；粮食收购经营；房屋租赁；与以上项目相关的技术咨

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公司根据自身发

展能力和业务需要，经有关政府机关批准，可适当调整投资方向及经营范围。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 1 至议案 7均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

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议案 8 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涵、李世琦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

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

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