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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度股东大会度股东大会度股东大会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决议公告决议公告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重要内容提示：：：：    

1111、、、、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222、、、、本次会议本次会议本次会议本次会议无无无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新提案提交表决新提案提交表决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一一一、、、、会议召集会议召集会议召集会议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召开和出席情况召开和出席情况召开和出席情况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 2010 年度

股东大会。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5 名，代表股份 80,882,56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67%。会议由董事长林风华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会

议。本次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召开

合法、有效。 

二二二二、、、、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监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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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票 0 股。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公司 2010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005,427.27 元，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依法从 2010

年度税后净利润中提取 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10,885,489.87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4,070,752.26 元，2010 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255,421,279.66 元。 

拟以公司总股本 162,823,5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不实施公积金转增。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六)、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成员变动的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李俊杰先生、许红岩女士因年龄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同意公司董事胡新民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公司股东滨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名李会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候选人，经公司董事会审核，认为李会涛符合董事任职资格，同意李会涛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1、公司董事李俊杰先生因年龄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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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董事许红岩女士因年龄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3、公司董事胡新民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4、选举李会涛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七）、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成员变动的议案》 

1、公司监事刘华瑞先生因工作原因辞去监事职务。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2、选举崔梅青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八)、审议通过《关于与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续签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优势互补，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定价公允的原则，公司与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续签了关联交易协议，具体

情况为： 

2011 年 4 月 6 日，公司与滨州盟威斯林格缸套有限公司续签了《原料采购协议》，本

协议履行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与滨州盟威摩擦副有限公司续签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优势互补，本着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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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定价公允的原则，公司与滨州盟威摩擦副有限公司续签了关联交易协议，具体情况

为： 

2011 年 4 月 6 日，公司与滨州盟威摩擦副有限公续签了《产品销售协议》，本协议履

行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与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续签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优势互补，本着公平、公正、

公开、定价公允的原则，公司与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续签了关联交易协议，具体情

况为： 

2011 年 4 月 6 日，公司与滨州盟威戴卡轮毂有限公司续签了《原料供应协议》，本协

议履行期限为 201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一）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为七人且公司不再设置副董事长，《公司章程》第六十

七条第一款修改为：“股东大会由董事长主持。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不履行职务时，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的一名董事主持。”； 

《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修改为：“董事会由七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一人。”；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一条修改为：“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

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三条修改为：“董事长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由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一名董事履行职务。”。 

（二）为建立稳定的对投资者的投资回报机制，《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修改为：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公司支付股东股利的形式应优先采取

现金形式，而且应保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及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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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公司每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连续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百分之三十。具体年度分红比例由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情况拟定，由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决定。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及未用

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

用的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公司拟继续聘请山东汇德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1 年度审计机构。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与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因企业发展的需要，经友好协商，本公司与山东滨州亚光毛巾有限公司签订了互保期

限为一年，双方确定相互提供保证金以外的保证担保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的《贷款

互保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与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因企业发展的需要，经友好协商，本公司与山东华兴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互保期

限为一年，双方确定相互提供保证金以外的保证担保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2.5 亿元的《贷款

互保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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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票 0 股。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与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互保协议的议案》 

因企业发展的需要，经友好协商，本公司与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互保期限为

一年，双方确定相互提供保证金以外的保证担保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的《贷款互保

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80,882,56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反对票 0 股，

弃权票 0 股。 

三三三三、、、、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王海青律师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之规定；出席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四四四、、、、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备查文件    

(一)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滨州渤海活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