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⒛ 18-O12

证券代码 :43α41 证券简称:英极股份 主办券商:太平洋证券

英极软件 (太连)股份有限公司

zO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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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⒛ 18年 5月 28日

2、 会议召开地点:辽宁省太连市高新园区火炬路 32号创业大厦

B座 21层 。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 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徐跃平先生。

6、 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所履行的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 《英极软件 (大

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太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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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决权的股份 27,871,918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9.6o%。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审议通过 《公司 zO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2o17年 董事会工作报告》已经制作完毕,详见正本内容。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oo%;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审议通过 《公司⒛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英极软件 (太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2o17年 监事会工作报告》已经制作完毕,详见正本内容。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Q,QQ%;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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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 )审议通过 《公司 zO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英极软件 (太连)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英极软件 (太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2o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已经制作完毕,详见正本内容。

2、 议案表决结呆:                         冖
小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扩

100。 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oQ%;     
祗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0o%。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 )审议通过 《公司⒛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1、 议案内容

根据 《申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2o18年度财务预算报告》已经制作完毕,详见正本内容ρ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Q%;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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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五 )审议通过 《公司 2017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英极软件 (太连)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 公司⒛17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已经由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制作完毕,详见正本内容。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00%;反对股数 0股 ,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o%;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o%。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 )审议通过 《关于审议 ⒛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

关规定,《 ⒛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已经编制完毕,详见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正本内容。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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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o%;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00%。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和优良公司

债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 司决定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保障正常经营资金需求的

情况下,使用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的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低风险、短期

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和优良的公司债,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

施,具体情况如下:

1、 投资目的:有效提高公司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收益 ;

2、 资金来源:公司以自有闲置资金作为投资理财的资金来源。

在具体操作时对公司的资金收支进行合理预测和安排,不影响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

3、 投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

滚动使用。

4、 适用期限: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5、 投资品种:低风险、保本型理财产品和优良的公司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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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投资理财的原则、范围、权限、内部审批流程、内部报告程序、

资金使用情况监督、责任部门及责任人等方面做出规定,并在实际操

作时积极防范投资风险。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0%;反对股数 0股 ,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oo%;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o%。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八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 zO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太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经 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审 计,公 司2Q17

年度实现利润总额△0,269,078.28元 ,净利润△1,281,453.13元 。

本年度公司处于亏损状态,无利润可进行分配。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o%;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Qo%;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oo%。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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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审议通过 《关于追认 zO17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 《英极软件 (太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太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该议案内容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患披露

平台 (www。 neeq。 cOm。 cn)的 《追认 ⒛17年度偶发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⒛ 18-006)。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oQ%;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十 )审议通过《关于注销全资乎公司英科睦软件技术 (太连)有 限公司

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英极软件 (太连)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太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公 司根据公司经营结构调整计划,拟注销全资子公司英

科睦软件技术 (大连)有 限公司,注销后公司仍可在正常经营的基础

上,更为便利地开展其他形式的业务。

2、 议案表决结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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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o%;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00%。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十一)审议通过 《关于年报信息披露重太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狎
1、 议案内容                            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     J
噍

公司章程》及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丿

的有关规定:根据股转系统 2017年 12月 22日 颁布的 《仝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倌息披露细则》并结合公司章程制定。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OQ%;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0o%。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十二)审议通过 《关于认定公司核心员工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英极软件 (太连)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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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规定:为 增强公司团队的稳定性, 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 保证

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岗位职责和员工日常表现,现提名认定王依娉、方治超为核心员工。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00%;反对股数 0股 ,占 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oo%;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 /总 数的 0.0o%。

3、 回避表决情况 :

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方

案的议案》

1、 议案内容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及 《英极软件 (大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太会议事规则》

的有关规定:该议案内容披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

平台 (-。 neeq。 cOm。 cn)的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公告编号 :

2018-009)。

2、 议案表决结果 :

同意股数 27,871,918股 ,占本次股东太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反对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o%;

弃权股数 0股 ,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o%。

3、 回避表决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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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不构成关联交易。

三、律师见证情况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证信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谢智田、李雪晗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以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股东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的会议记录 ;

(二 )经与会股东签
扌
字的会议决议 ;

(三 )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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