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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雄塑科技”）于 6 月 16
日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0-03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为切实保障公司股东行使表决权，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 日上

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 日

上午 9:15～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现场表决可以委托代理人

代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
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1、现场表决：股东本人出席本次会议现场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现场会议行使表决权；

2、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可以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股权登记日：2020 年 6 月 29 日
（七）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0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5:00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书面
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
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八）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敦根路段雄塑工业园雄塑

科技四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名称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2.3 《发行数量》

2.4 《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2.5 《定价基准日》

2.6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7 《限售期》

2.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2.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2.10 《上市地点》

2.11 《发行决议有效期》

3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采取填补回报措施
及相关主体的承诺>的议案》

7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8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 年-2022 年）>的议案》

9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20 年 6 月 16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其相关公告。

特别事项说明：
1、上述所有议案均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2、审议上述议案时，议案 2 需逐项表决。
3、上述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进行单独计票及公开
披露。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设置如下：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对象
的子议案数：11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
2.03 《发行数量》 √
2.04 《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
2.05 《定价基准日》 √
2.06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2.07 《限售期》 √
2.0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2.10 《上市地点》 √
2.11 《发行决议有效期》 √
3.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

5.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
采取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的承诺>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 年-2022 年）>的议案》 √

9.0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时间：本次股东大会现场登记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1 日上午 9:00～11:

30，下午 14:00～17:00。
（二）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本次会议不接受电话登

记。
（三）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敦根路段雄塑工业园雄塑

科技证券投资部。 如通过信函方式登记，信封上请注明“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字样，邮政编码：528203。

（四）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除前述资料外，代理人还须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三）和本人身份
证。

2、自然人股东登记：符合条件的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证券账户卡、本人身份证
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除前述资料外，代理人还须持股东
授权委托书（格式见附件三）和本人身份证，出席人员应当携带上述文件的原件参
加股东大会。

3、异地股东登记：异地股东参会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需提供有关证
件复印件并应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见附件二），以便登记确认。以上资料须于
登记时间截止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投资部，传真号码：0757-81868318。

（五） 注意事项：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
2020 年 7 日 2 日（星期四）14:10～14:25 进行签到，14:25 进场。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
一。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预期半天，出席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二）会议咨询：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联系人：杨燕芳、

王云霞，联系电话：0757-81868066，邮箱地址：XS300599@126.com。
七、备查文件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二）《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二：《股东参会登记表》
附件三：《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委托书》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一）公司发行的所有股份均为普通股，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如下：
1、投票代码：“365599”；
2、投票简称：“雄塑投票”。
（二）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 反对、弃权。
(三)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其他所有议案表达相

同意见。
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
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投票时间：2020 年 7 月 2 日的交易时间，即 9:30～11:30 和 13:00~15:00。
（二）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 日上午 9:15，结束时间

为 2020 年 7 月 2 日下午 3:00。
（二）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

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
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三）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
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或名称： 证件号码：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代理人姓名： 是否委托：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编：

发言意向/要点：

附件三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________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20 年 7 月 2 日（星期四）召开的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依照本人 /
本公司指示对下列提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表
决未作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公司
承担。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及股份性质：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本人 / 本公司对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表决意见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

票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作为投票
对象的子议
案数：11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方式及发行时间》 √
2.03 《发行数量》 √
2.04 《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
2.05 《定价基准日》 √
2.06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2.07 《限售期》 √
2.08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
2.09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
2.10 《上市地点》 √
2.11 《发行决议有效期》 √
3.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

4.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
告>的议案》 √

5.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6.00 《关于<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
险提示、采取填补回报措施及相关主体的承诺>的议案》 √

7.00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8.00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0 年-2022 年）>的议
案》 √

9.00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

注：1、对上述表决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弃权”“反对”方框内划“√”做出投
票指示，只能选其一；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
弃权票。

2、自然人股东请签名，法人股东请法定代表人签名和加盖法人公章。
3、请填写具体持股数，如未填写，将被视为以委托人名义登记的所有股份行使

表决权。
4、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001965 证券简称：招商公路 公告编号：2020-46
债券代码：127012 债券简称：招路转债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20 年 6 月 6 日，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招商公路”）董事会以公告方式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 本次会议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上午 9:30—11:30，13:00—15:00； 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6 月 29 日 9:15—15:00。 现
场会议于 2020 年 6 月 29 日下午 14：30 分在公司五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长王秀峰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吴广红律师、 王景律师见证了本次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等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5 名，所持股份 5,566,914,814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 6,178,222,068 股的 90.1055%。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名，所持股份 5,422,676,641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7.7708%；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36 名，所持股份 144,238,17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3346%。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 5,566,524,8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0,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2,9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348%； 反对股份 380,7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945%；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二）审议公司《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股份 5,566,524,8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0,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2,9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348%； 反对股份 380,7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945%；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三）审议公司《2019 年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股份 5,566,524,8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0,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2,9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348%； 反对股份 380,7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945%；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四）审议公司《2020 年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股份 5,561,928,9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04%；反

对股份 4,961,5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891%； 弃权股份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4%。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8,167,1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62.0936%；反对股份 4,961,5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7.7217%；弃权股份 24,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847%。

（五）审议公司《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股份 5,566,527,3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78,2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5,4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538%； 反对股份 378,2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755%；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六）审议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同意股份 5,566,526,6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78,9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4,7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485%； 反对股份 378,9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80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七）审议《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
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报酬金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予以确定。

同意股份 5,566,524,8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0,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2,9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348%； 反对股份 380,7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945%；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八）审议《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 年度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具体报酬金额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予以确定。

同意股份 5,566,524,8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0,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2,9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348%； 反对股份 380,7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945%；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九）审议修订《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股份 5,561,943,9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07%；反

对股份 4,961,5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891%； 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8,182,1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62.2076%；反对股份 4,961,5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7.7217%；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审议修订《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同意股份 5,566,524,8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0,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2,9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348%； 反对股份 380,7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945%；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十一）审议修订《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同意股份 5,566,524,8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0,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2,9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348%； 反对股份 380,7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945%；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十二）审议修订《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同意股份 5,566,524,8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0,7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2,9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348%； 反对股份 380,7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8945%；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十三）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其控股
子公司招商局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南岸支行、 中国银行
重庆南岸支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份 5,566,523,7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1,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9%；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1,8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264%； 反对股份 381,8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902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十四）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其全资
子公司重庆市华驰交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南岸支行、 中国银行
重庆南岸支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份 5,566,523,7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1,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9%；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1,8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264%； 反对股份 381,8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902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十五）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其全资
子公司重庆万桥交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请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南岸支行、 中国银
行重庆南岸支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份 5,566,523,7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1,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9%；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1,8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264%； 反对股份 381,8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902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十六）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其全资
子公司重庆市智翔铺道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申请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南岸支行、 中国
银行重庆南岸支行、浦发银行重庆分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股份 5,566,523,7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30%；反
对股份 381,8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69%；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2%。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12,761,86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97.0264%； 反对股份 381,811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2.9028%；弃权股份 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07%。

（十七）审议《关于全资子公司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为其控股
子公司招商局公路信息技术（重庆）有限公司申请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综合授信
提供担保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股份 1,319,064,52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9.5153%；反
对股份 5,019,127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787%； 弃权股份
1,405,287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1060%。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股份 6,728,564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的 51.1562%；反对股份 5,019,12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38.1596%； 弃权股份 1,405,287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6842%。

招商局创新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创投”）旗下的深圳市招商
局创新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招商路信的 40%股权。 招商创投与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招商局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招商蛇口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听取了梁斌先生代表独立董事所做的《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

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吴广红、王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一）招商公路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招商公路 2019 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招商局公路网络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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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自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期间，公司

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2、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19 年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0 年 5 月 13 日召开的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
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已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 现将权益
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304,000,000 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3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 QFII、RQFII 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2.07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
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待个人转让股票时，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
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6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3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1、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0 年 7 月 6 日；
2、除权除息日为：2020 年 7 月 7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0 年 7 月 6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0
年 7 月 7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7*****364 黄锦禧

2 02*****649 黄淦雄

3 02*****939 黄铭雄

4 08*****190 佛山市雄进投资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0 年 6 月 22 日至登记日：2020 年 7 月 6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
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公司自行承担。

五、相关参数的调整
1、 在公司招股说明书中， 首次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及持股的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股东承诺：若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
持的，该等股票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 上述减持价格应考虑除权除
息等因素作相应调整。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7.04 元 / 股。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上述
股东在承诺履行期内的最低减持价格由 7.04 元 / 股调整为 6.43 元 / 股。

六、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九江镇龙高路雄塑工业园
咨询电话：0757-81868097、81868066
咨询传真：0757-86516888、81868318
咨询机构及联系人：公司证券投资部 杨燕芳、王云霞
七、备查文件
（一）《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三）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的具体

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雄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〇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717 证券简称：岭南股份 公告编号：2020-091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2020 年 6 月 29 日（星期一）14:30
2、 召开地点：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 1 号楼十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 召集人：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尹洪卫先生出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会议由副董事长王

宇彪先生主持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1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566,131,14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535,482,768 股的 36.8699%。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35,540,0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46%。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

司股份数合计为 16,224,1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66%。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 1,092,01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1%。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 549,906,95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133%。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 34,448,08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435%。
（四）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

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66,119,20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 11,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28,1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664％； 反对 11,94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8 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未达成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
议通过。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同意 558,221,0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 11,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弃权 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回避 7,898,123
股。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28,1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664％； 反对 11,94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回避 0
股。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

议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566,119,203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9％；反对 11,9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5,528,15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664％； 反对 11,94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33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姚继伟、倪艾坦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723 证券简称：金莱特 公告编码：2020－091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金莱特”）召开 2020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议案》，修订公司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19,185 万元；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章程〉议案》,修订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上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7 日、2020 年 3 月 24 日、2020 年 4 月 24 日、2020 年 5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上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取得了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换发的《营业执照》，相关企业登记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700669806671P
名称：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江门市蓬江区棠下镇金桐路 21 号
法定代表人：卢保山 （原：陈开元）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玖仟壹佰捌拾伍万元 （原：人民币壹亿玖仟零陆拾陆

万元）
成立日期：2007 年 11 月 29 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灯具、灯饰及配件、家用电器、五金制品、厨房用

品；生产：密封型铅酸蓄电池；自营产品和技术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和禁止及法
律、法规规定需前置审批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特此公告。
广东金莱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6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