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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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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月 27日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郭建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议案审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公司法》。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0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98,2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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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董事会秘书苏雷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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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整体经营规划调整需要，公司原董事长郭占文先生已向董事会提

交《辞职报告》。现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拟选举郭建先生为

公司董事长，任期自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郭建先生个人简历：郭建，男，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英国索尔福特大学，研究生、管理学，硕士。2007 年 7 月至 2015 年 1 月，就职

于上海晋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历任总经理助理、行政部副经理、能源部经理、

总经理助理兼能源部经理、副总经理；2015 年 1 月至今，就职于大同市牧同乳

业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3 月至今，就职于大同市云冈区

四方高科农牧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2016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月，就职于有

限公司，担任董事、副总经理；2016 年 12 月至今，就职于大同市云冈区融汇同

享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2018 年 10 月至今，就职于上

海诺迈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任执行董事；2019 年 12 月股份公司成立后，担任

公司董事、总经理。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98,20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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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对 2020年 4-12月累计达到审议标准的关联交易

进行追认，具体如下： 

（1）公司 4-12月向关联方大同市卧龙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销售鲜奶、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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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45.00元。 

（2）公司 4-12月向关联方大同市中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乳制 44108.00

元。 

（3）公司 4-12月向关联方大同七峰山水泥有限公司销售乳制品 8090.00 元。 

（4）公司 4-12月向关联方山西鑫塔山高岭土有限公司销售乳制品 13730.00 元。 

（5）公司 4-12月向关联方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会销售乳制品

1613946.00元。2020 年 1月 1日公司与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

会签订乳制品购销合同，合同期限为 2020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 月 31日。 

（6）公司 4-12月向关联方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民委员会采购生产生

活用电 1797056.00 元。2016年 1月 1日公司与大同市云冈区口泉乡杨家窑村村

民委员会签订用电购销合同，合同期限为 2016年 1月 1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 

（7）公司 4-12月委托关联方大同市中岳建筑安装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工程施工，

发生金额 6828196.58 元。其中新建工程类合同金额为 6289733.09元，维修类合

同金额为 538463.49 元。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9,00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郭占文、郭建、大同市卧龙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胡耀星、大同市云冈区融汇同享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张桂娥、王三锁、郭占

武回避表决。 

 

（三）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1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2021年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 

关联方名称 关联关系 交易内容 预计交易金额（人

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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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卧龙广服务

有限责任公司 

持股 5%以上股东 销售鲜奶 4,000 

大同七峰山水泥有

限公司 

股东郭占文配偶李

海兰持股 26%；股东

郭占武配偶纪秀梅

持股 4%；股东郭占

文弟弟郭占君配偶

管培峰持股 10% 

销售乳制品 2,000 

山西鑫塔山高岭土

有限公司 

郭玉芬持股 20%、法

定代表人；股东郭占

文、郭占武、管培峰

各持股 20% 

销售乳制品 23,000 

大同市中岳建筑安

装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张桂娥配偶李

长红持股 85.71% 

销售乳制品 65,000 

大同市云冈区口泉

乡杨家窑村村民委

员会 

系大同市云冈区口

泉乡杨家窑村村民

选举产生的群众性

自治组织 

销售乳制品 1,500,000 

大同市中岳建筑安

装有限责任公司 

股东张桂娥配偶李

长红持股 85.71% 

工程施工 7,100,000 

大同市云冈区口泉

乡杨家窑村村民委

员会 

系大同市云冈区口

泉乡杨家窑村村民

选举产生的群众性

自治组织 

生产生活用电 900,000 

大同七峰山水泥有

限公司 

股东郭占文配偶李

海兰持股 26%；股东

郭占武配偶纪秀梅

持股 4%；股东郭占

文弟弟郭占君配偶

管培峰持股 10% 

为公司银行借款或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62,600,000 

合计   72,194,000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9,000,00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股数 0 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股数 0 股，占本次股

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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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郭占文、郭建、大同市卧龙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胡耀星、大同市云冈区融汇同享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张桂娥、王三锁、郭占

武回避表决。 

 

三、经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议案生效情况 

姓名 职位 职位变动 生效日期 会议名称 生效情况 

郭建 董事长 任职 2021 年 1月 27

日 

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

大会 

审议通过 

 

四、备查文件目录 

《牧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牧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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