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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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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09月 2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白云区广花三路 366 号公司新总部办公楼

三楼圆桌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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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34,025,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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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4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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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姚良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副董事长姚良柏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以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

表决。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

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监票、计票，待网络投票结果出

具后，监票人、计票人、见证律师对投票结果进行汇总，并当场宣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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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人，出席 4 人，其中董事长姚良松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本次会议，事前已请假并委托姚良柏先生代为投票表决；独立董事秦朔先生

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事前已请假。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人，其中监事陈世杰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事前已请假。 

3、 董事会秘书杨耀兴先生、财务负责人王欢女士、独立董事候选人江奇先生、

非职工监事代表候选人谢航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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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025,6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同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按每人每年人民币十万元（税后）的标准计发，每

年分四次支付，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绩效考核

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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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025,60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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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694,756 99.9009 52,599 0.0157 278,246 0.0834 

 

4、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 2019-2020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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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796,563 98.4345 5,229,038 1.5655 0 0.0000 

   同意 2019 年至 2020 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50,000

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授权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决议有效期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5、 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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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姚良松 333,381,380 99.8071 是 

5.02 谭钦兴 331,597,913 99.2732 是 

5.03 姚良柏 332,235,634 99.4641 是 

 

6、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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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秦朔 333,947,867 99.9767 是 

6.02 储小平 334,019,101 99.9980 是 

6.03 江奇 334,019,101 99.9980 是 

 

7、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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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1 钟华文 333,999,701 99.9922 是 

7.02 谢航 333,682,556 99.8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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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调整

2019-2020年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使用自有

资金进行委托

理财额度的议

案 

1,441,361 21.6083 5,229,038 78.3917 0 0.0000 

5.01 姚良松 6,026,178 90.3420         

5.02 谭钦兴 4,242,711 63.6050         

5.03 姚良柏 4,880,432 73.1655         

6.01 秦朔 6,592,665 98.8346         

6.02 储小平 6,663,899 99.9025         

6.03 江奇 6,663,899 99.902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通过； 

2、其中，逐一对议案 5 至议案 7 的各子议案进行表决，并均已获得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陈锦屏、龙建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在核查后认为，欧派家居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欧派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9 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