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告编号：2020-005 

证券代码：873372 证券简称：大生泰丰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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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 

本次会议为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中关于召开股东大会的相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五）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 9:00。 

预计会期 0.5天。 

 

（六）出席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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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具体情况详见

下表）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在股权登记日买入证券的投资者享有此权利，在股

权登记日卖出证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此权利），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其中，不包含优先股股东，

不包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股份类别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股权登记日 

普通股 873372 大生泰丰 2020 年 4 月 28 日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3.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沈学明、姚雨漫律师。 

 

 

（七）会议地点 

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审议《关于<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

披露的公司《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二）审议《关于<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

披露的公司《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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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议《关于<2019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

披露的公司《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四）审议《关于<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

披露的公司《2019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0-006）及《2019 年年度报告

摘要》（公告编号：2020-007）。 

 

 

（五）审议《关于<2019 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

披露的公司《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六）审议《关于<2020 年度公司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

披露的公司《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七）审议《关于续聘 2020 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2020 年 4 月 10 日于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上

披露的公司《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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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审议《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结合公司自身情况，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详细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公告》（公告编号：2020-008）。 

 

 

（九）审议《关于修改<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行为，保证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司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详细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公告编号：2020-011）。 

 

 

（十）审议《关于修改<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董事会的运作，提高董事会的工作

效率和科学决策能力，保证公司董事会依法行使权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并结合本公司的实际情况，对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详细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公告编号：2020-009）。 

 

 

（十一）审议《关于修改<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等相关制度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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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修改。详细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

规则》（公告编号：2020-010）。 

 

 

（十二）审议《关于修改<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规范公司关联交易行为，保证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切实保护投资者

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

治理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非上市公众

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

公司《关联交易决策制度》进行修改。详细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公告编号：2020-012）。 

 

 

（十三）审议《关于修改<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为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对外担保行为，有效控制公司资产运营风

险，保证公司资产安全，促进公司健康稳定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治理规则》和《公司章

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修改《对外担保决策制度》。详细修订内容

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对外担保决策制

度》（公告编号：2020-013）。 

 

 

（十四）审议《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了加强公司对外投资活动的管理，保证对外投资活动的规范性、合法性和

效益性，切实保护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细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公告编号：

20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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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审议《关于修改<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沟通，切实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公

司与投资者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良性关系，实现公司诚信自律、规范运作，完

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的内在价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全国股转公司制定的相关业务规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修改《投

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细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

披露平台上披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20-015）。 

 

 

（十六）审议《关于修改<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建立防止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违规占用公司资金的长效

机制，杜绝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资金占用行为的发生，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修改<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

管理制度》。 

 

 

（十七）审议《关于修改<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为了明确总经理的职责，保障总经理高效、协调、规范地行使职权，保护公

司、股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司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根据《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等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修改《总经

理工作细则》。 

 

 

（十八）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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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充分发挥董事会秘书的作用，加强对董事会秘书

工作的管理与监督，根据《公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修改

《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十九）审议《关于制定<承诺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加强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其他承诺人以及公司的承诺及履行

承诺行为的规范性，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

制度。详细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

的《承诺管理制度》（公告编号：2020-016）。 

 

 

（二十）审议《关于重新制定<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规范公司信息披露行为，促进公司依法规范运作，维护公司股东、债权人

及其利益相关人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中国证监会颁布的《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1 号——信息披露》、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结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重新制定本制度。 

 

 

（二十一）审议《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9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 2019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

的通知》（财会[2019]6 号）、2019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

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2017 年修订）等 4 项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按要求对会

计政策进行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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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审议《关于制定<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加大对年报信息披露责任人的问责力

度，提高年报信息披露的质量和透明度，确保公司年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和及时性，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非上市公众公司

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

司年度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制度

规定，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制度。详细修订内容请见公司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披露平台上披露的《年报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公

告编号：2020-017）。 

 

 

 

上述议案存在特别决议议案，议案序号为（八）； 

上述议案不存在累积投票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关联股东回避表决议案； 

上述议案不存在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有以下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1）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凭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凭代理

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

卡办理登记。 

（3）办理登记手续，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进行登记，但不受理电话方式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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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二）登记时间：2020 年 4 月 30 日 8:00-9:00 

 

（三）登记地点：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中山西路 40 号华银大厦 702 会议室 

 

四、其他 

（一）会议联系方式：联系人：武欢联系电话：0311-86277016 

 

（二）会议费用：与会股东所有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目录 

《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河北大生泰丰保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