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代码：000046         证券简称：泛海控股        公告编号：2019-113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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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况。 

（二）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 年 9 月 27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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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7 日 9:30－11:30，13:00－1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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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6 日

15:00 至 2019 年 9 月 27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

心 C 座 4层第 3 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李明海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及《泛海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19 年 9 月 20 日，公司股东合计 41,911 名。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23 名，代表股份

3,727,430,29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7338%。其中，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3 名，代表股份

24,147,07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4647%。会议具体出席情况如下： 

1.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6 名，代表股份

3,716,088,20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5155%。其中，参

加现场会议的非关联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

12,804,99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2464%。 

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7 名，代表股份

11,342,08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3%，均为非关联股

东。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的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

下简称“中小投资者”）共计 13 名，代表股份 24,147,079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4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



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的关联交

易议案 

本议案所述事项系关联事项。表决时，参加会议的关联股东中国

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持有公司股

份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人均进行了回避，具体情

况见下： 

序号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1 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3,558,672,908  

2 泛海能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124,000,000 

3 卢志强 公司实际控制人 18,320,704 

4 李明海 关联自然人 500,000 

5 赵英伟 关联自然人 200,000 

6 宋宏谋 关联自然人 500,000 

7 陈怀东 关联自然人 500,000 

8 刘国升 关联自然人 400,000 

9 舒高勇 关联自然人 60,000 

10 李  能 关联自然人 129,600 

合计 3,703,283,212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二）关于增加境外附属公司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与关联

法人投资及借贷交易授权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所述事项系关联交易。表决时，参加会议的上述10名关联

股东均进行了回避。相关关联股东名称、存在的关联关系以及所持股

份数量的情况，详见议案（一）所述相关内容。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该事项待公司境外附属公司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生效。 

（三）关于境外附属公司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与关联法人

签订《框架服务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所述事项系关联交易。表决时，参加会议的上述 10 名关

联股东均进行了回避。相关关联股东名称、存在的关联关系以及所持

股份数量的情况，详见议案（一）所述相关内容。 

本项议案为普通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该事项待公司境外附属公司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股东会审议

通过后方可生效。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序号和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一、关于公司向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融资的关联交易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 

非关联股东 
23,110,245 95.7062 1,036,134 4.2909 700 0.0029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110,245 95.7062 1,036,134 4.2909 700 0.0029 

二、关于增加境外附属

公司中国通海国际金融

有限公司与关联法人投

资及借贷交易授权额度

的议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 

非关联股东 
23,352,245 96.7084 794,134 3.2887 700 0.0029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352,245 96.7084 794,134 3.2887 700 0.0029 



投票结果汇总 

议案序号和名称 

表决情况 

表决

结果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股数（股） 

比例

（%） 

三、关于境外附属公司

中国通海国际金融有限

公司与关联法人签订

《框架服务协议》的议

案 

出席会议所有有表决权 

非关联股东 
23,452,245 97.1225 694,134 2.8746 700 0.0029 

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

情况 
23,452,245 97.1225 694,134 2.8746 700 0.0029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曾嘉、杨雯。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

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泛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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