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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十四次股东大会( 2019 年年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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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宁夏路 777 号（海棠大厦）5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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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7,467,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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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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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朱航明

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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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监事长沈建厅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张黎云女士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金枫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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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53,874 99.9932 11,700 0.0059 1,600 0.0009 

 

2、 议案名称：《金枫酒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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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53,874 99.9932 11,700 0.0059 1,600 0.0009 

 



3、 议案名称：《金枫酒业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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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53,874 99.9932 11,700 0.0059 1,600 0.0009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9,447,169.36 元，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 1,446,468.76 元，加年初未分配利润 817,135,712.49元，年末上市公司可

供分配的利润 845,136,413.09 元。 

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 0.30元

（含税），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5,438,575.76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

年度。 

同时，本年度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514,619,192 股为基

数，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合计转增股本 154,385,758 股，转增金额未超

过公司报告期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金额。转增后，公司的总股本由 514,619,192

股增加至 669,004,950 股。 

如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维持分配及转增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及转增比例。（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公告》） 

 

4、 议案名称：《金枫酒业 2019 年监事会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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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53,874 99.9932 11,700 0.0059 1,600 0.0009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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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91,884 99.8296 11,700 0.1499 1,600 0.0205 

 

公司在 2019年度已发生关联交易的基础上，对 2020年公司拟与关联方发生的日

常生产经营性关联交易进行了预计，预计总额为 3.32亿元。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0年预计发生额 

向关联人购买原

辅材料及促销品、

接受劳务 

光明米业（集团）有限公司 2,800 

上海乐惠米业有限公司 1,500 

上海申河米业有限公司 2,500 

上海福新面粉有限公司 200 

上海冠生园蜂制品有限公司 450 

浙江汇诚通用印务有限公司 600 

上海易统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50 

光明集团及其其它控股子公司 2,000 



向关联人购买原辅材料及促销品、接受劳务小计 10,100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提供劳务 

上海捷强烟草糖酒（集团）配销中心 12,000 

农工商超市（集团）有限公司 4,500 

上海好德便利有限公司 1,000 

上海良友金伴便利连锁有限公司 550 

上海富尔网络销售有限公司 2,300 

上海西郊福斯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900 

上海东艺会展服务有限公司 200 

上海贸基进出口有限公司 150 

光明集团及其其它控股子公司 1,500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提供劳务小计 23,100 

合计 33,200 

（详见刊登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的《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的《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股东大会审议有关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股东不应当

参与投票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不计入有效表决总数”，据此，与本次

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企业不参与对本

议案的投票表决。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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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53,874 99.9932 11,700 0.0059 1,600 0.0009 

 

为满足公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提高资金营运能力，公司决定向银行申请不超

过人民币 2 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主要包括银行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等融资

业务，上述授信额度最终以相关银行实际审批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生



产经营的实际资金需求而确定。上述授信期限自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作出新的决议之日止。 

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授信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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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53,874 99.9932 11,700 0.0059 1,600 0.0009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自 2000 年起连续为公司服务了 19年，在提

供会计报表审计、企业内控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业务的服务时，始终坚持“公

正、客观、独立”的原则。据此，公司决定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0年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报告审计机构。预计 2020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

计费用合计为 145.4万元（含税），与上年度持平。（详见刊登于 2020年 4月 28日的

《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

的《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8、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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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60,274 99.8445 182,300 0.0923 124,600 0.0632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参照当地上市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综合水平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决定将独

立董事津贴由每人 8万元/年（含税）调增为 12 万元/年（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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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预案》 

7,791,884 99.8296 11,700 0.1499 1,600 0.0205 

5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

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7,791,884 99.8296 11,700 0.1499 1,600 0.0205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7,791,884 99.8296 11,700 0.1499 1,600 0.0205 

8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

贴的议案》 

7,498,284 96.0680 182,300 2.3356 124,600 1.5964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三、五、七、八 5%以下股东表决情况已单独计票。 

2、本次大会议案五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光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控股

企业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律师：雷丹丹、黄俊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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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四次股东大会（2019 年年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十四次股东

大会（2019 年年会）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金枫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5月 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