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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300184                 股票简称：力源信息          公告编号：2019-042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含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有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 

2019年4月3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第一大股东赵马克先生的《关于提请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

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以临时提案的方式提交至公司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经核查，赵马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89,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62%，具有提出临时提案的法定资格，上述临时提案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有明确

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其提案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2019年 4月 4日，公司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同意

将上述临时提案提交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除增加上述临时提案外，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9年 4月 17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 4月 16日至 2019年 4月 17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 年 4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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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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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 至 2019年 4月 17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十楼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19年 4月 11日（星期四）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马克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73,888,71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929%；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26 人，代表股份 35,822,98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457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 173,475,85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430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9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12,860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 0.0629%。 

公司的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以及部分媒体记者列席了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对 2018年工作情况进行了述职。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议案1、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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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865,8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68%；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800,08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61%；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2、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865,8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68%；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800,08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61%；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3、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865,8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68%；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800,08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61%；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审计，2018 年度公司合并利润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357,399,196.00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75,837,424.45 元，母公

司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68,987,088.75 元，母公司资本公积 3,191,257,052.68 元。  

根据公司目前经营状况及对股东回报规划的考虑，在考虑到公司未来持续健康发展

的前提下，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制定 2018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方案为： 

以公司总股本 656,359,70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1.00 元（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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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民币，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65,635,970.40 元（含税）； 

以公司总股本 656,359,704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

增 8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1,181,447,467 股。 

若在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

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分配比例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855,7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10%；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790,02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80%；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1%。 

议案5、审议《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734,0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10%；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13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668,28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82%；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13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9%。 

议案6、审议《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9 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负责公司的财务审计工作。 

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734,01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110%；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13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7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668,282 股，占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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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5682%；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131,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9%。 

议案7、审议《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武汉力源（香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全资

孙公司鼎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贸易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香港力源、全资孙公司鼎芯亚太向永隆银行申请总额为1000万美

元贸易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香港力源和鼎芯亚太在授信额度内共用，并授权公司

董事长兼总经理赵马克（MARK ZHAO）代表公司签署与上述担保相关的担保函及其他

文件，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同时全资子公司香港力源和全资孙公司鼎

芯亚太以其等值的存货对本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为准。 

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855,7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10%；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790,02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80%；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1%。 

议案8、审议《关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鉴于公司2019年第一期回购股份事项已实施完毕，按照相关要求，本次回购的

2,893,700股股份将予以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公司已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回购注销事宜已于2019年3月21日完成，公司总股本由

659,253,404股减少至656,359,704股。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公司注册

资本进行审验并出具大信验字【2019】第23-00003号验资报告。 

因此，对注册资本修改如下： 

变更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925.3404万元。  

变更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5,635.9704万元。 

鉴于公司拟减少注册资本，同时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

下： 

修改前 修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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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65,925.3404万元。 

第 六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65,635.9704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5,925.3404 万

股，每股面值为 1元，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65,635.9704 万

股，每股面值为 1元，全部为人民币普通股。 

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855,7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10%；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790,02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80%；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1%。 

议案9、审议《关于修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证监会公告【2018】29号）（以下简

称“准则”），本公司秉着完善公司内控体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质量水平的

主体责任，有针对性地对公司治理进行全面梳理自查，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

行修订，详情请查看《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855,7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10%；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790,02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80%；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1%。 

议案10、审议《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敞口总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同时深圳市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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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以其全资子公司鼎芯科技（亚太）有限公司等值的存货对本公司提

供反担保，最终授信额度以银行核准额度为准。 

由于公司2018年4月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鼎芯无限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此担保事项将于

2019年5月29日到期。因此，本次担保期限将从2019年5月29日后的融资发生之日起1年。 

表决结果：参加该事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73,888,711 股，其中

赞成票 173,855,751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10%；反对票 22,900 股，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32%；弃权票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58%。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表决情况为：赞成票 35,790,02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080%；反对 2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639%；弃权 10,06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8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姚远、杨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力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2019年 4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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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修订案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九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

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

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作

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

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

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

到请求后 10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

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

请求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

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连续 9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

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第九条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

份的股东有权向董事会请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董事会提出。董事会应当根

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

求后 10 日内提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书面反馈意见。 

  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当在作

出董事会决议后的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

知，通知中对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

的同意。 

  董事会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或者在收

到请求后 10日内未作出反馈的，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监事会提议召

开临时股东大会，并应当以书面形式向监事会提

出请求。 

监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应在收到

请求 5 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

原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相关股东的同意。 

监事会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股东大会通知

的，视为监事会不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股份的股

东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 

连续 180 日以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10%以上

股份的股东自行召集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

项为改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成员的，该事项须

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每届最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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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不超过三分之一的董事。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

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

开。公司可以采用安全、经济、便捷的方式为股

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

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住所地或公司章程规

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与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时间、地点的

选择应当便于股东参加。公司应当保证股东大会

合法、有效，为股东参加会议提供便利。股东大

会应当给予每个提案合理的讨论时间。股东通过

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第三十一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

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

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

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第三十一条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

关系时，应当回避表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

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

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投票权征集应

当采取无偿的方式进行，并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不得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

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及股东大会召集人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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