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600368        证券简称：五洲交通     公告编号：2020-019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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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月 15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115-1 号现代国际大厦 28

楼公司第二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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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1,668,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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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6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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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共 18 人，持有（代表）股份 581,668,307 股，占截止出席股东大



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 年 4 月 8 日）公司总股份 1,125,632,068 股的 51.674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3人,代表股份 569,431,829 股，占出席本次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4月8日）公司总股份1,125,632,068股的50.58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人，持有（代表）股份 12,236,478 股，占截止出席股东

大会的股权登记日（2020年 4月 8日）公司总股份 1,125,632,068股的 1.0871%。

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黄夏、 张咸文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周异助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 12 名董事、5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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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出席 12人； 

2、公司在任监事 6 人，出席 5 人，余丕团监事因其他公务不能出席本次大会，

特此请假； 

3、董事会秘书黄英强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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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573,307 99.6398 2,095,000 0.3602 0 0.0000 

同意全资子公司广西岑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估计变更。 

2、 议案名称：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向广西交通投资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融资 2.6 亿元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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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229,245 98.7625 2,120,400 1.2375 0 0.0000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广西五洲金桥农产品有限公司向广西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融资 2.6 亿元提供担保，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并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相关

签订合同事宜。 

关联股东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3、 议案名称：公司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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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573,307 99.6398 2,095,000 0.3602 0 0.0000 

同意修订《公司章程》中高级管理人员相关规定、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相关

规定。 

4、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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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573,307 99.6398 2,095,000 0.3602 0 0.0000 

同意公司按国家财政部政策规定进行公司会计政策变更。 

5、 议案名称：公司修订《董事监事工作补贴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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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555,107 99.6367 2,113,200 0.3633 0 0.0000 

同意公司修订《董事监事工作补贴管理办法》 

6、 议案名称：公司挂牌转让广西洲祺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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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592,107 99.6430 2,076,200 0.3570 0 0.0000 

同意公司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广西洲祺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授权公

司管理层全权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

办法》实施公开挂牌转让相关的各项事宜。 



7、 议案名称：公司挂牌转让钦州钦廉林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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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592,107 99.6430 2,076,200 0.3570 0 0.0000 

同意公司公开挂牌转让全资子公司钦州钦廉林业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授

权公司管理层全权负责按照相关规定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

管理办法》实施公开挂牌转让相关的各项事宜。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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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1 刘仁超 579,510,912 99.6291 是 

8.02 杨春燕 579,511,001 99.6291 是 

8.03 谢沛锜 579,510,901 99.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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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公司全资子公司

广西岑罗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

会计估计变更的

议案 

13,287,525 86.3806 2,095,000 13.6194 0 0.0000 



2 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广西五洲金桥

农产品有限公司

向广西交通投资

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融资 2.6

亿元提供担保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13,262,125 86.2155 2,120,400 13.7845 0 0.0000 

3 公司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13,287,525 86.3806 2,095,000 13.6194 0 0.0000 

4 公司关于会计政

策变更的议案 

13,287,525 86.3806 2,095,000 13.6194 0 0.0000 

5 公司修订《董事监

事工作补贴管理

办法》的议案 

13,269,325 86.2623 2,113,200 13.7377 0 0.0000 

6 公司挂牌转让广

西洲祺投资有限

公司 100%股权的

议案 

13,306,325 86.5028 2,076,200 13.4972 0 0.0000 

7 公司挂牌转让钦

州钦廉林业投资

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议案 

13,306,325 86.5028 2,076,200 13.4972 0 0.0000 

8.00 关于选举监事

的议案 

            

8.01 刘仁超 13,225,130 85.9750         

8.02 杨春燕 13,225,219 85.9756         

8.03 谢沛锜 13,225,119 85.974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律师：张咸文、黄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关于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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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西五洲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