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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63          证券简称：陕国投A         编号：2023-06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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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增加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3月20日（星期一）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20

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3月20日上午9:15至

2023年3月20日下午15:00。 

3.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公

司24楼2406会议室。 

4. 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姚卫东。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6人，代表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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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8,660,401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4.362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2,227,721,42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3.561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0,938,9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005%。 

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4人，代表股份40,938,977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0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代表股份40,938,977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8005%。 

3.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北

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田向群、孙红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总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其中议

案1、议案2以累积投票方式表决，议案3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4为普通决议议案，

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获得票数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是否 

当选 

1.01 选举姚卫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68,045,542 99.9729 是 

1.02 选举解志炯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68,047,542 99.9730 是 

1.03 选举高雪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68,047,542 99.9730 是 

1.04 选举王一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68,047,542 99.9730 是 

1.05 选举赵忠琦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67,646,422 99.9553 是 

2.《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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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获得票数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是否 

当选 

2.01 选举管清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68,359,042 99.9867 是 

2.02 选举赵廉慧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68,359,042 99.9867 是 

2.03 选举田高良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268,357,223 99.9866 是 

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268,383,081  99.9878 277,320  0.0122 0  0.0000 

本次章程修订尚需中国银保监会核准后生效，未获核准前原章程继续有效。 

4.《关于拟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2,268,383,081  99.9878 277,320  0.0122 0  0.0000 

（二）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1.累积投票制议案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获得票数 比例（%） 

1.00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选举姚卫东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40,324,118 98.4981 

1.02 选举解志炯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40,326,118 98.5030 

1.03 选举高雪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40,326,118 98.5030 

1.04 选举王一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40,326,118 98.5030 

1.05 选举赵忠琦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39,924,998 97.5232 

2.00 关于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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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选举管清友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637,618 99.2639 

2.02 选举赵廉慧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637,618 99.2639 

2.03 选举田高良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0,635,799 99.2594 

2.非累积投票制议案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股数

（股） 

比例

（%） 

股数

（股） 

比例

（%） 

3.00 
关于修改《公司章

程》的议案 
40,661,657  99.3226 277,320  0.6774 0  0.0000 

4.00 
关于拟聘用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 
40,661,657  99.3226 277,320  0.6774 0  0.0000 

上 述 决 议 具 体 内 容 ， 请 查 阅 2023 年 3 月 3 日 刊 登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的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2023-05），

董事解志炯、高雪君、王一平和独立董事田高良的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保监会核

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3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交所审核

无异议。 

公司及董事会对桂泉海、卓国全和张俊瑞在任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桂泉海、卓国全和张俊瑞均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应当履行的股份锁定承诺。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田向群、孙红。 

3. 结论性意见： 

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合法，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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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观韬（西安）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及其签章页。 

特此公告。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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