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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97        证券简称：驰宏锌锗     公告编号：2020-023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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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4月 2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研发中心九楼三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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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15,687,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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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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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董事长孙勇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主持

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沈立俊先生主持，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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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出席 4 人，董事孙勇先生、徐军先生、刘华武先生、

苏廷敏先生，独立董事陈旭东先生、王榆森先生和郑新业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2 人，监事高行芳女士、罗刚女士和刘鹏安先生

因事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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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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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298,972 99.9400 1,248,500 0.0539 140,000 0.0061 

2、 议案名称：《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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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298,972 99.9400 1,248,500 0.0539 140,000 0.0061 

3、 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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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298,972 99.9400 1,248,500 0.0539 140,000 0.0061 

4、 议案名称：《公司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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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298,972 99.9400 1,248,500 0.0539 140,000 0.0061 

5、 议案名称：《公司 2020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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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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298,972 99.9400 1,248,500 0.0539 140,000 0.0061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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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314,372 99.9407 1,373,100 0.0593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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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298,972 99.9400 1,248,500 0.0539 140,000 0.0061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新增融资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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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294,372 99.9398 1,263,100 0.0545 130,000 0.0057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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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1,493,968 99.8189 4,053,504 0.1750 140,000 0.0061 

10、 议案名称：《关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和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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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155,688 99.6261 1,249,000 0.3361 140,000 0.0378 

11、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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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351,672 99.9423 1,205,800 0.0520 130,000 0.0057 

1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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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4,282,472 99.9393 1,275,000 0.0550 130,000 0.0057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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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的议案》 
4,779,704 77.6833 1,373,100 22.3167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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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为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959,300 31.8440 4,053,504 65.8805 140,000 2.2755 

10 

《关于云南冶金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和中铝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为公司提供金融

服务的议案》 

4,763,804 77.4249 1,249,000 20.2996 140,000 2.2755 

11 

《关于续聘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的预案》 

4,817,004 78.2895 1,205,800 19.5975 130,000 2.11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上述议案中，议案 9 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表决通过。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以上表决通过。 

2、 第 10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共计 1,944,142,784表决权股份数进

行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伍志旭、汤昕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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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