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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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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4月 2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 932号摩根道 8 栋 4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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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9,307,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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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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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黄兴仓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及表决的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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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人，董事杨强、李钊、黄宇权因工作原因未能出

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2 人，监事周丹、洪耀龙、宁德稳因工作原因未能

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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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96,900 97.6081 3,790,960 2.3796 19,400 0.0123 

 

2、 议案名称：《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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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30,600 98.1314 2,957,260 1.8563 19,400 0.0123 

 



3、 议案名称：《公司 2017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提取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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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445,300 97.5757 3,848,860 2.4159 13,100 0.0084 

 

4、 议案名称：《公司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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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90,600 97.9808 3,159,160 1.9830 57,500 0.0362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5、 议案名称：《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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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31,400 98.1319 2,918,360 1.8319 57,500 0.0362 

 

http://www.sse.com.cn/


6、 议案名称：《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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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63,700 98.1522 2,943,560 1.8478 0 0 

2017 年末公司可供股东分配利润 89,165.04 万元。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

采用现金分红方式，以 2017年末总股本 478,526,400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1.0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红利 4,785.264万元。 

2017 年度不送股，也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7、 议案名称：《公司 2018 年经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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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31,900 98.1323 2,962,260 1.8594 13,100 0.0083 

 

 

8、 议案名称：《公司 2018 年财务预算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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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331,900 98.1323 2,955,960 1.8555 19,400 0.0122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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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3,700 76.6086 2,931,460 23.2872 13,100 0.1042 

内容详见《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8-15）。 

 

10、 议案名称：《公司与文山盘龙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购地

方电站电量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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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91,200 98.2097 2,722,960 1.7817 13,100 0.0086 

内容详见《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8-15）。 



11、 议案名称：《公司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百色供电局、广西德保县水

利电业有限公司购售电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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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2,200 78.2649 2,711,060 21.5364 25,000 0.1987 

内容详见《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8-15）。 

 

 

12、 议案名称：《公司与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百色供电局、广西水利电业

集团有限公司那坡供电分公司购售电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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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52,700 78.2689 2,710,560 21.5324 25,000 0.1987 

内容详见《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公告》（临 2018-15）。 

 

 

13、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请 2018 年度财务审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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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288,900 98.1053 2,998,560 1.8822 19,800 0.0125 

公司续聘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8 年度财务审

计及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一年，财务审计费用人民币 45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人

民币 40 万元，总计人民币 85万元。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9、议案 11 和议案 12为关联交易议案，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为关联

股东，所持 146,719,000 股股份已回避表决；议案 10 为关联交易议案，云南省

地方电力实业开发公司为关联股东，所持 6,480,000 股股份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岱松、杜康莉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

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4月 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