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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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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4月 1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新疆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洪通工业园公司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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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6,004,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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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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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洪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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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人； 

3、董事会秘书秦明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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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3,800 99.9999 220 0.0001 0 0 

 

2、 议案名称：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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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3,800 99.9999 220 0.0001 0 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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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3,800 99.9999 220 0.0001 0 0 

 

4、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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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3,800 99.9999 220 0.0001 0 0 

 

（1）同意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 208,000,000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104,000,000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占合并报表当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 51.98%。 

（2）同意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3.60股。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为 208,000,000股，本次转股后，公司的总股本为

282,880,000股。 

如在本预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及每股转增比例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金额及转增总额，

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3）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08,000,000 元变更为 282,880,000 元，并授权公司

董事会根据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实施结果适时修订《公司章程》

与注册资本相关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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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3,800 99.9999 220 0.0001 0 0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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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3,800 99.9999 220 0.0001 0 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 2022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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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3,800 99.9999 220 0.0001 0 0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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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003,800 99.9999 220 0.0001 0 0 

 

9、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 2021 年度薪酬及 2022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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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82,016 99.9990 220 0.001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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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关于 2021 年度

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的预案 

1,294,653 99.9830 220 0.0170 0 0 

7 关于公司及子

公司 2022 年度

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1,294,653 99.9830 220 0.0170 0 0 



9 关于董事、监事

2021 年度薪酬

及 2022 年度薪

酬方案的议案 

1,294,653 99.9830 220 0.017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4 和议案 7 为特别决议事项，该等议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 9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持有 89,817,958 股的股东刘洪兵、持有

20,491,431 股的股东谭素清、持有 4,172,042 股的股东刘长江、持有 352,050

股的股东谭秀连、持有 352,050 股的股东王京、持有 352,051 股的股东裴林英、

持有 117,350 股的股东秦明、持有 14,128,989 股的股东霍尔果斯洪通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 3,637,863 股的股东巴州洪通股权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本议案。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范玥宸、周意娟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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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疆洪通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4月 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