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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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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 时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网络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郭百礼先生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召开不需要相关部门批准。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35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48,699,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76%。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出席 3 人，董事郭洪谦、付永金因事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0 人，监事王志昌、韩金政、姚鹏因事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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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部分副总经理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的稳 

定性，调动员工积极性、创造性，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快速发展，在充分保障 

股东利益的前提下，按照收益与贡献对等原则，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拟对高级管理人员及核 

心员工进行股权激励，并拟定相关股权激励计划。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7,462,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出席本

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孙洪学、孙艳平、寇兴刚、郑保永、刘婷、牟安营、付美霞回避表

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议案》 

1.议案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

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定向发行说明书》（2020-007）。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7,137,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反

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325,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孙洪学、孙艳平、寇兴刚、郑保永、刘婷、牟安营、付美霞回避表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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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激励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基于股权激励股票发行的需要，公司与股票发行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 

权激励股份认购协议》，以此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该协议自各方签字或盖 

章后成立，经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次股份发行事项后生效。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7,137,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反

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325,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 

3.回避表决情况 

关联股东孙洪学、孙艳平、寇兴刚、郑保永、刘婷、牟安营、付美霞回避表

决。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股票定向发行事宜的议

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现提请全体股 

东授权董事会依照法定程序办理股票定向发行的相关事宜： 

（1）为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之目的，聘请主办券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 

务所等中介机构； 

（2）拟定、签署、批准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各项文件、合同、申报材料； 

（3）办理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申报、备案和股权登记事宜； 

（4）办理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5）办理与本次股票发行有关的其他事项。 

授权期限自本议案经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相关

事项全部完成之日，授权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8,373,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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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325,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通过股票定向发行方式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次发行将导致公司股本 

总数发生变更,后续公司将根据发行结果修订公司章程。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已于2020

年 1月 3日发布实施，为提升公司治理水平，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公司拟根据

治理规则修订公司章程，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 月 3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公告》

（2020-009）。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8,373,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反

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325,500 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六）审议通过《关于设立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 的议案》 

1.议案内容： 

为存储和管理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公司拟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同 

时与银行和主办券商共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48,373,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3%；反

对股数 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325,5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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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七）涉及影响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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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关于山

东路斯

宠物食

品股份

有限公

司股权

激励计

划的议

案 

4,973,500 100% 0 0% 0 0% 

2 

关于山

东路斯

宠物食

品股份

有限公

司定向

发行说

明书的

4,648,000 93.46% 0 0% 325,500 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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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 

关于签

署附生

效条件

的<股

权激励

股份认

购协

议>的

议案 

4,648,000 93.46% 0 0% 325,500 6.54% 

4 

关于提

请股东

大会授

权董事

会全权

办理股

票定向

发行事

宜的议

案 

5,008,500 93.90% 0 0% 325,500 6.10% 

5 

关于修

改<公

司章

5,008,500 93.90% 0 0% 325,500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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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

议案 

6 

关于设

立股票

发行募

集资金

专用账

户并签

订募集

资金三

方监管

协议 

的议案 

5,008,500 93.90% 0 0% 325,500 6.10%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邵彬、孙薇维律师 

 

（三）结论性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信息披露细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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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备查文件目录 

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山东路斯宠物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2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