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606      证券简称：绿地控股     公告编号：临 2017-040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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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绿地会议中心（上海市协和路 111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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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93,27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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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9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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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玉良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方式、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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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人，出席 3人，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8 人，出席 1人，其他监事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王晓东先生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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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1,177,991 99.9793 1,586,412 0.0157 506,202 0.005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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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1,157,391 99.9791 1,586,412 0.0157 526,802 0.0052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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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1,162,491 99.9791 1,581,312 0.0157 526,802 0.0052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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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1,183,091 99.9793 1,581,312 0.0157 506,202 0.005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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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1,430,492 99.9818 1,425,111 0.0141 415,002 0.0041 

 

6、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 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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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91,203,591 99.9795 1,576,612 0.0156 490,402 0.0049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7年房地产项目储备权益土地总投资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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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8,124,060 99.8499 14,635,643 0.1450 510,902 0.0051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7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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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78,036,160 99.8491 14,728,243 0.1459 506,202 0.005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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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1 徐孙庆 10,091,052,041 99.9780 是 

9.02 全卓伟 10,091,003,741 99.9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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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920,619,537 99.8005 1,425,111 0.1545 415,002 0.0450 

8 关 于 公 司

2017 年度担

保额度的议

案 

907,225,205 98.3485 14,728,243 1.5966 506,202 0.0549 

9.01 徐孙庆 920,241,086 99.7595                         

9.02 全卓伟 920,192,786 99.7543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 5、8、9 项议案对持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国俊、俞爱婉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召集人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