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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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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5月 2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熟市海虞北路 288 号，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

有限公司 5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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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5,52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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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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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

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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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出席会议的董事为：罗小春、陶建兵、陈良、刘保钰、曹路。 

未出席董事为：曲列锋、丁涛、吴海江、孙峰均因公务出差未能亲自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人 

3、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罗喜芳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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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11,386 98.8465 1,273,621 0.7694 635,500 0.3841 

 

2、 议案名称：《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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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17,986 98.8505 1,277,421 0.7717 625,100 0.3778 

 

3、 议案名称：《关于<2018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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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641,686 98.8649 1,225,021 0.7401 653,800 0.395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18 年度财务决算和 2019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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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569,586 98.8213 1,293,921 0.7817 657,000 0.3970 



5、 议案名称：《关于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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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297,920 96.1972 1,432,521 2.7397 555,800 1.0631 

 

6、 议案名称：《关于 2018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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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072,086 99.1249 1,242,121 0.7504 206,300 0.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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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375,586 98.7041 1,552,521 0.9379 592,400 0.3580 

 

8、 议案名称：《关于收购长春一汽富晟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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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428,146 95.2457 2,816,621 4.7543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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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818,886 98.3678 2,613,921 1.5792 87,700 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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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 2018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28,758,157 93.5331 1,432,521 4.6591 555,800 1.8078 

6 
《关于 2018年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30,348,057 95.4447 1,242,121 3.9064 206,300 0.6489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29,651,557 93.2542 1,552,521 4.8826 592,400 1.8632 

8 

《关于收购长春一汽富

晟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

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7,929,857 90.8392 2,816,621 9.1608 0 0.0000 

9 

《关于向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

申请并购贷款的议案》 

29,094,857 91.5033 2,613,921 8.2207 87,700 0.276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了表决通过。其中，议案 5 应回避表决的

关联股东为：罗小春、王卫清、常熟春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罗喜芳、吴海江、

陶建兵、孙峰；议案 8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罗小春、王卫清、罗喜芳、常熟

春秋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冰、苏付磊。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常熟市汽车饰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