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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 年 6 月 25 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 年 6 月 25 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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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5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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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2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雷锋大道 346 号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第四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参加股东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

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

择其中一种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贺柳先生因工作原因、副董事长徐浪先生因疫情

原因均未主持本次会议，经半数董事推举，由董事蒋建湘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8人，代表股份数118,389,288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5.1189%。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16人，

代表股份数为1,136,9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0.2412%。 

2、现场会议出席和通过网络投票参加会议的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2 名，代表股份数    

117,252,3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4.8777%；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的股东代表16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136,95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0.241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所有议案

内容，其中议案 10 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 年度董事会报

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17,464,7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191%；  

790,75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6679%；133,800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11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212,4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18.6814%；790,757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69.5503%；133,8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1.7683%。 

 

（二）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 年度监事会报



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17,464,7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191%，

744,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6285%；180,457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152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212,4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18.6814%；744,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65.4466 %；180,457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5.8719 %。 

 

（三）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 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17,570,8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087 %；  

638,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5389%；180,457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152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318,5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28.0134%；638,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6.1147%；180,457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15.8719%。 

 

（四）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 年年度报告及

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117,598,5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321 %；  

744,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6285%；46,657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346,2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30.4497%；744,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65.4466 %；46,657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1037%。 

 

（五）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 年度财务预算

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117,548,6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899%；

79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6707%；46,657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4 %。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296,3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26.0608 %；794,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69.8355 %；46,657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1037%。 

 

（六）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0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117,464,9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192%；  

877,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7414%；46,657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212,6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18.6990%；877,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77.1973%；46,657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1037%。 

 

（七）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

的议案》。 

表决情况：117,558,3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2981%；

734,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6203%；96,557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81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306,0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26.9139%；734,4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64.5935 %；96,557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4926 %。 

 

（八）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117,704,6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4217%；

638,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5839 %；46,657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452,3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39.7816%；638,0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56.1147%；46,657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1037%。 

 

（九）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117,571,0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088%；

721,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6096%；96,557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81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318,7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28.0310%；721,7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63.4765%；96,557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8.4926 %。 

 

（十）审议通过了《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章程＞修订案》。 

表决情况：117,598,731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99.3322%；

743,9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6284%；46,657 股弃权，占出

席会议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9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346,4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30.4673%；743,9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65.4290%；46,657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4.1037%。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朱志怡、旷阳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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