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修订对照表 

序

号 
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修订说明 

1 

第一条 为规范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业务，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6 年 9 月

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为规范西部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业务，保护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 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西

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细则。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实施细则

（ 2017 年 修

订）》自 2017

年11月17日起

施行。 

2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公司利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服务。 

    本细则所称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系统（以下简称“网络投

票系统”是指利用网络与通信技

术，为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

决权提供服务的信息技术系统。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网

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公司可以选择使用现场投票

辅助系统收集汇总现场投票数据，

并委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信息公司”）合并统计网

络投票和现场投票数据。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公司利

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

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服务。 

    本细则所称公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系统（以下简称“网络投

票系统”）是指利用网络与通信技

术，为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

决权提供服务的信息技术系统。 

    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

统（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 

公司可以选择使用现场投票

辅助系统收集汇总现场投票数

据，并委托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信息公司”）合并

统计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数据。 

细化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描

述。 



 
 

3 

第五条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络投票系统为股东提供网络

投票服务的，应当与深圳证券信

息有限公司签订服务协议。 

第五条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网络投票系统为股东提供网

络投票服务的，应当与信息公司

签订服务协议。 

与本细则第二

条中对“深圳证

券信息有限公

司”的简称保持

一致。 

4 

第七条 公司应当在网络投票开

始日的二个交易日前，向股东大

会网络投票系统提供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的全部股东资料的电子

数据，包括股东名称、股东账号、

股份数量等内容。  

    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和

网络投票开始日之间应当至少间

隔二个交易日。 

第七条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通

知发布日次一交易日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申请开通网

络投票服务，并将股东大会基础资

料、投票议案、议案类型等投票信

息录入系统。 

    公司应当在股权登记日次一

交易日完成对投票信息的复核，确

认投票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承担由此带来的一切可能的风

险与损失。 

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

则（2017 年修

订）》中第二章

第七条内容修

订。 

5 

第八条  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前一个交易日核对并确认

投票代码、投票简称、投票时间、

投票议案、议案类型等投票信息的

准确和完整。 

第八条  公司应当在网络投票开

始日的二个交易日前提供股权登

记日登记在册的全部股东资料的

电子数据，包括股东名称、股东账

号、股份数量等内容。  

    公司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和

网络投票开始日之间应当至少间

隔二个交易日。 

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

则（2017 年修

订）》中第二章

第八条内容修

订。 

6 

第九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公司股

东大会召开日的证券交易所交易

时间。 

第九条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公司股

东大会召开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时间。 

细化对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描

述。 

7 

第十五条  根据相关规则的规

定，需要在行使表决权前征求委托

人或实际持有人投票意见的下列

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名义持有人，

应当在征求意见后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 

（一）持有融资融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的证券公司； 

（二）持有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

第十五条  根据相关规则的规

定，需要在行使表决权前征求委托

人或实际持有人投票意见的下列

集合类账户持有人或名义持有人，

应当在征求意见后通过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不得通过交易系统投

票： 

（一）持有融资融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的证券公司； 

（二）持有约定购回式交易专用证

同上。 



 
 

券账户的证券公司； 

（三）持有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的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五）持有深股通股票的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

算公司”）； 

（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

本所认定的其他集合类账户持有

人或名义持有人。 

香港结算公司参加深股通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相关事项，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另行规定。 

券账户的证券公司； 

（三）持有转融通担保证券账户的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四）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五）持有深股通股票的香港中央

结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结

算公司”）； 

（六）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定的其他集合

类账户持有人或名义持有人。 

香港结算公司参加深股通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相关事项，

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另行规定。 

8 

第二十一条  公司通过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为

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服务的，网络投

票系统对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的网络投票数据

予以合并计算；公司选择采用现场

投票辅助系统的，信息公司对现场

投票和网络投票数据予以合并计

算。 

    同一股东通过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场投

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上方式

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

果为准。 

第二十一条  公司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为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服务的，网

络投票系统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网络

投票数据予以合并计算；公司选择

采用现场投票辅助系统的，信息公

司对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数据予

以合并计算。 

    同一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互联网投票系统和现

场投票辅助系统中任意两种以上

方式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同上。 

9 

第二十六条  公司及聘请的股东

大会见证律师应当对投票数据进

行合规性确认，并最终形成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对投票数据有异

议的，应当及时向证券交易所及信

息公司提出。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

定披露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以

及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第二十六条  公司及聘请的股东

大会见证律师应当对投票数据进

行合规性确认，并最终形成公司股

东大会表决结果，对投票数据有异

议的，应当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

及信息公司提出。公司应当按照有

关规定披露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书以及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同上。 

10 
第三十条  本细则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公司

第三十条  本细则经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执行。公司

依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



 
 

2012 年 6月 28日发布的《西部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管理办法（2012 年 6月修订）》

同时废止。 

2017 年 7 月 6 日发布的《西部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2017 年 7月修订）》

西证董字【2017】28号同时废止。 

司股东大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

则（2017 年修

订）》中第六章

第三十七条内

容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