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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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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2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荷花池会议室（江苏

省江阴市滨江中路 2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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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36,13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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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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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周子学先生主持，公司聘请的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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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出席 9人（其中 8名以通讯方式参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其中 3名以通讯方式参会）；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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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637 99.9970 15,900 0.0030 0 0.0000 

 

 

2、 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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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637 99.9970 15,900 0.0030 0 0.0000 

 

 

3、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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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137 99.9969 16,400 0.003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商誉及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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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08,137 99.9952 25,400 0.0048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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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6,637 99.9968 16,900 0.003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6.01 议案名称：与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及 2019 年度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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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283,641 99.9948 15,900 0.0052 0 0.0000 

 

6.02 议案名称：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

电路制造（天津）有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及 2019 年度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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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283,641 99.9948 15,900 0.0052 0 0.0000 

 

6.03 议案名称：与中芯集成电路（宁波）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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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571,472 99.9931 15,900 0.0069 0 0.0000 

 

 

6.04 议案名称：与中芯集成电路制造（绍兴）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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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637 99.9970 15,900 0.0030 0 0.0000 



 

6.05 议案名称：与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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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637 99.9970 15,900 0.0030 0 0.0000 

 

 

6.06 议案名称：与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的日

常关联交易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及 2019 年度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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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537 99.9970 16,000 0.0030 0 0.0000 

 

 

6.07 议案名称：与江苏长晶科技有限公司、江阴新顺微电子有限公司、长电

科技（香港）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19 年度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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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637 99.9970 15,900 0.0030 0 0.0000 

 

 

7、 议案名称：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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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637 99.9970 15,900 0.003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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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4,996,404 99.7879 1,135,633 0.2118 1,500 0.0003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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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137 99.9969 16,400 0.003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 2020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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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137 99.9969 16,400 0.0031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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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637 99.9970 15,900 0.0030 0 0.0000 

 



12、 议案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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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6,117,137 99.9969 16,400 0.0031 0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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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关于计提商誉及资产减值准

备的议案 

2,727,976 99.0774 25,400 0.9226 0 0.0000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的预案 

2,736,476 99.3862 16,900 0.6138 0 0.0000 

6.01 与中芯长电半导体（江阴）

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及

2019 年度执行情况 

2,737,476 99.4225 15,900 0.5775 0 0.0000 

6.02 与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上海）有限公司、中芯国

际集成电路制造（天津）有

限公司、中芯国际集成电路

制造（北京）有限公司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20 年

度预计情况及 2019 年度执

行情况 

2,737,476 99.4225 15,900 0.5775 0 0.0000 

6.03 与中芯集成电路（宁波）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 

2,737,476 99.4225 15,900 0.5775 0 0.0000 

6.04 与中芯集成电路制造（绍兴）

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 

2,737,476 99.4225 15,900 0.5775 0 0.0000 



6.05 与河北中瓷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

之 2020 年度预计情况 

2,737,476 99.4225 15,900 0.5775 0 0.0000 

6.06 与江苏新潮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及其控制的企业之间发生

的日常关联交易之 2020 年

度预计情况及 2019 年度执

行情况 

2,737,376 99.4188 16,000 0.5812 0 0.0000 

6.07 与江苏长晶科技有限公司、

江阴新顺微电子有限公司、

长电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发 生 的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之 

2019 年度执行情况 

2,737,476 99.4225 15,900 0.5775 0 0.0000 

8 关于使用阶段性闲置自有资

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1,616,243 58.7004 1,135,633 41.2451 1,500 0.0545 

10 关于本公司 2020 年度为全

资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2,736,976 99.4043 16,400 0.5957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 6 项议案需分项表决。本次议案均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案，已获得本

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以上通过。 

2、第 6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

限公司、芯电半导体（上海）有限公司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阚赢、张若愚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提案、会议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长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