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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50    证券简称：国海证券    公告编号：2021-25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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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3月 24 日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网络投票系统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 2021 年 3月 24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3 月 24 日上午 09:15 至下午 15:00。 

（二）召开地点：南宁市滨湖路 46 号国海大厦 1 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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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何春梅董事长。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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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179 人，代表股份

2,270,357,2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699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 5人，代表股份 1,660,984,85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5074%；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共 174人，代表股份 609,372,39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1.1924%；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2

人，代表股份 192,014,19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267％。 

（八）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

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表决方式。 

（二）会议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议案进行了投票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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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公司行政许可审核

工作指引第 10 号—证券公司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经逐项自查，公司确认已

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条件。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53,233,6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58%；反对 17,123,6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42%；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123,6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79％；弃权 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2.《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审议通过如下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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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

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770,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03%；反对 17,002,9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39%；弃权

12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002,9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550％；弃权 120,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2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2）发行方式及时间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公司

将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发行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择

机发行。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770,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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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03%；反对 17,112,7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74%；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112,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22％；弃权 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投资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恒集团）、广西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金

投）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不超过 35 名（含 35

名）特定对象。除广西投资集团、中恒集团及广西金投外，

其他发行对象的范围为：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证券投资基

金管理公司、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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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公司、保险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以及其他境内法人投

资者、自然人等特定对象。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公

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其

管理的 2 只以上产品认购的，视为一个发行对象；信托投资

公司作为发行对象的，只能以自有资金认购。 

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广西投资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

中恒集团、广西金投外，其他最终发行对象将在公司就本次

发行取得发行核准批文后，按照《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实施细则》的规定以及发行对象申购报价情况，遵照价格优

先的原则，以市场询价方式确定。 

所有发行对象均以现金方式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

票。监管部门对发行对象股东资格及相应审核程序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749,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358%；反对 17,133,7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619%；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69,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712％；反对 17,133,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32％；弃权 10,9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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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4）发行数量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1,633,357,654 股

（含本数，下同），最终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其中，广西投资集团拟出资不少于人民币 1亿元且不超

过人民币 12 亿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中恒集团拟出

资不少于人民币 2亿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3亿元认购本次非公

开发行股份，广西金投拟出资不少于人民币 3亿元且不超过

人民币 8 亿元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各发行对象的认购股份数量按照监管机构最终核准的

发行数量、募集资金规模上限、定价原则以及其拟认购股份

数量上限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比例确定。认购股份数

量计算至个位数，小数点后位数舍掉。 

若公司股票在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至发行日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事项的，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数量将由公司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人士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与保荐机构（主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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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根据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数量上限、募集资金总额上限及

发行价格等具体情况协商确定。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770,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03%；反对 17,112,7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74%；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112,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22％；弃权 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期首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

日（不含定价基准日，下同）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按

“进一法”保留两位小数）与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期末经审计

的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值的较高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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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发行底价）。 

在前述发行底价的基础上，最终发行价格由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

监会核准后，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按照中国证监会相关

规定及投资者申购报价情况，遵循价格优先的原则确定。 

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

为（下列参数应使用深交所正式公布的数据）：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量。若在该 20个交易日内发生因除权、除息事项引起股价调

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按经过相应除权、除

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若公司在发行前最近一期末经审计财务报告的资产负债

表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前述每股净资产值将作相应调整。 

广西投资集团、中恒集团及广西金投不参与本次发行询

价过程，但承诺接受其他发行对象申购竞价结果并与其他发

行对象以相同价格认购。若本次发行未能通过上述询价方式

产生发行价格，则广西投资集团、中恒集团及广西金投按本

次发行的发行底价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因相关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或中国证监会核准原因对每

股发行价格作出调整的，公司将依据相关国有资产监管机构

或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实际核准要求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每股发行价格作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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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770,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03%；反对 17,112,7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74%；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112,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22％；弃权 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6）募集资金规模和用途 

公司本次发行预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5亿元。

扣除相关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增加公司资本金、补充公司营

运资金，以支持未来业务发展，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促进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次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将用于以下方面： 

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 

1 投资与交易业务 不超过 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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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集资金用途 金额 

2 资本中介业务 不超过 25亿元 

3 增加对子公司的投入 不超过 10亿元 

4 资产管理业务 不超过 5亿元 

5 其他营运资金安排 不超过 5亿元 

合计 不超过 85 亿元 

为了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进行，并保障公司全

体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可以根

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和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

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予以置换。若本次非公开发行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拟

投入总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解决。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1,121,6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154%；反对 16,674,19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637%；弃权

9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242,09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652％；反对 16,674,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38％；弃权 9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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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7）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限售期需

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实施细则》《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和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 

广西投资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中恒集团、广西金投认购

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0 个月

内不得转让；其他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上（含 5%）的发

行对象，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

月内不得转让；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下的发行对象，本次

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相关监管机关对于发行对象所认购股份限售期及到期转让

股份另有要求的，从其规定。限售期结束后，发行对象所认

购股份的转让将按《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

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1,661,77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5308%；反对 16,159,03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536%；弃权

7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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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5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782,25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5465％；反对 16,159,03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55％；弃权 72,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8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8）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820,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510%；反对 16,987,7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07%；弃权

8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94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081％；反对 16,987,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71％；弃权 8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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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4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9）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完成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本次发行

完成后的新老股东共同享有。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808,5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85%；反对 16,987,2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306%；弃权

9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929,0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021％；反对 16,987,2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69％；弃权 97,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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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本次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决议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发行相关议案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770,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03%；反对 17,112,7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74%；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112,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22％；弃权 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须中国证监会核准，并以最终经

核准的方案为准。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回避表决

情况 

广西投资集团有 实际控制人 1,224,547,488 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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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56,983,269 回避表决 

广西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71,677,744 回避表决 

广西投资集团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123,489,804 回避表决 

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205,976,638 回避表决 

广西永盛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9,788,600 回避表决 

 

3.《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770,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03%；反对 17,112,7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74%；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112,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22％；弃权 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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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回避表决

情况 

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1,224,547,488 回避表决 

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56,983,269 回避表决 

广西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71,677,744 回避表决 

广西投资集团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123,489,804 回避表决 

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205,976,638 回避表决 

广西永盛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9,788,600 回避表决 

 

4.《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53,585,1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13%；反对 16,761,1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83%；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242,09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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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652％；反对 16,761,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91％；弃权 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5.《关于审议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57,811,26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74%；反对 12,510,08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10%；弃权

3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9,468,210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661％；反对 12,510,0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152％；弃权 3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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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6.《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关联交易事项的

议案》 

同意广西投资集团、中恒集团及广西金投出资认购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关联交易事项。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1,121,61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4154%；反对 16,761,19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823%；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5,242,09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2652％；反对 16,761,1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291％；弃权 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20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回避表决

情况 

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1,224,547,488 回避表决 

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56,983,269 回避表决 

广西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71,677,744 回避表决 

广西投资集团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123,489,804 回避表决 

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205,976,638 回避表决 

广西永盛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9,788,600 回避表决 

 

7.《关于审议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分别与广西投资集团、中恒集团、广西金投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770,0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03%；反对 17,112,7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574%；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112,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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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22％；弃权 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回避表决

情况 

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1,224,547,488 回避表决 

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56,983,269 回避表决 

广西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71,677,744 回避表决 

广西投资集团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123,489,804 回避表决 

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205,976,638 回避表决 

广西永盛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9,788,600 回避表决 

 

8.《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公司经营层在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原则和有效期内，决定及处理本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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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关的所有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包括其后续修订、补充），并结合公司的实际

情况及市场条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框架和原则下，根

据具体情况制定、调整、修改、补充和实施本次发行的具体

方案，包括但不限于因法律法规及监管要求的修订及变化、

监管部门要求、除权除息等事项、与认购方共同协商或其他

原因等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总规模内对本次发行股份

的定价基准日、发行对象、认购方式、发行价格、定价原则、

发行数量、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限售期、滚存未分配利润

的安排或者与发行方案有关的其他内容进行调整；在发行前

明确具体的发行条款及发行方案，制定和实施本次发行的最

终方案，决定或调整本次发行时机和实施进度； 

（2）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包括其后续修订、补充）、

有关政府机构、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

意见和建议以及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制作、签署、补充、修

改、报送、递交、完成、发出有关本次发行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办理有关本次发行的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等各项申

报事宜，办理相关手续并执行与发行和挂牌有关的其他程序，

并按照监管要求处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信息披露事宜； 

（3）处理本次发行所涉及的与相关认购方的股东资格

审核批准或备案有关的事宜； 

（4）根据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监管要求及《公司章

程》等规定（包括其后续修订、补充）修改、补充、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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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终止与本次发行有关的合同、协议等文件（包括但不

限于股份认购协议、与募集资金相关的协议和制度、战略合

作协议、公告及其他披露文件等）； 

（5）本次发行完成后，办理与本次发行的股票登记、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及股份限售等有关的事宜； 

（6）在本次发行完成后，根据监管机构的意见及本次

发行结果适时申请注册资本变更和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

修改，并办理与注册资本变更和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有关的监管机构核准、报告程序、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备案

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等相关事宜；  

（7）设立及调整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办理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事宜，并在股东大会决议范围内

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使用进行具体安排； 

（8）在遵守届时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如法

律法规和有关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发行新股政策有新的规

定以及市场情况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且不允许授权的事项外，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包括对本次

发行申请的审核反馈意见）和市场情况对本次发行方案等进

行调整，并继续办理本次发行事宜； 

（9）在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对再融资填补即期回报

有最新规定及要求的情形下，根据届时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

门的要求，进一步分析、研究、论证本次发行对公司即期财务

指标及公司股东即期回报等的影响，制订、修改相关的填补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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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与政策，并全权处理与此相关的其他事宜； 

（10）在相关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采取所有必要的

行动，决定并办理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一切其他事宜； 

（11）上述第（5）项、第（6）项、第（7）项授权自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事项存续期内有效，其他

各项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该

授权期限届满前，董事会将根据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向公

司股东大会提请批准新的授权。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53,233,6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58%；反对 17,109,2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36%；弃权

1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109,2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04％；弃权 14,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5％。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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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关于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

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53,233,60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458%；反对 17,112,74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37%；弃权

1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890,5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0821％；反对 17,112,7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122％；弃权 1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广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金融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三）

项的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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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投资者承诺 3 年内不转

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

出要约”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鉴于广西投资集团

及其控股子公司中恒集团、广西金投参与认购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且广西投资集团、中恒集团和广西金投本

次认购的股票自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日起 60 个月内不得转

让，同意广西投资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中恒集团、广西金投

在认购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而触发要约收购义务时，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总表决情况：同意 450,835,76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543%；反对 16,956,24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240%；弃权

10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74,956,248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1.1163％；反对 16,956,24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07％；弃权 101,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即由出席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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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

上通过。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名称 关联关系 
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量（股） 

回避表决

情况 

广西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 1,224,547,488 回避表决 

广西梧州中恒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56,983,269 回避表决 

广西金融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71,677,744 回避表决 

广西投资集团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全

资子公司 
123,489,804 回避表决 

广西桂东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205,976,638 回避表决 

广西永盛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的控

股子公司 
19,788,600 回避表决 

 

11.《关于审议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 年）股东回报

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2,263,566,7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09%；反对 6,754,617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75%；弃权

3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85,223,677 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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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4635％；反对 6,754,61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178％；弃权 35,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87％。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李备战、陈毛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与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国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

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三）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会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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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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