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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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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17 日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大兴区亦庄东工业区双羊路 8 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 

4.会议召集人：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 

6.召开情况合法、合规、合章程性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已经公司于 2018年 8月 30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

以及 2018 年 9 月 7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6 人，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200,932,07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65%。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18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对 2018 年上半年度的实际经营情况进行总结，编制了《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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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 

上述议案内容已于 2018年 8月 31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披露（公告编号：2018-085），后公

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更正公司以前年度

定期报告的议案》（公告编号：2018-113），对公司 2016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年度报

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更正，并由董事会将此议案作为临时

提案，增加到本次股东会中，该事项及更正后历年报告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9 月 7 日

披露的《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2016 年至 2018年上半年度发布的定期报告的更正公

告、及更正后的各年度定期报告（公告编号：2018-118至 2018-125）。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00,93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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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和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国家财政部于 2018 年 6 月 15 日发布《关于修订印发 2018 年度一般企业财务报

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8〕15 号），公司将依照财政部发布的最新准则进行相应会

计政策的变更。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8年 8月 31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上披露的《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

（公告编号：2018-086、2018-087）。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00,93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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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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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无。 

 

（三）审议通过《关于更正以前年度定期报告及摘要的议案》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前期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公司对公开转让说明书、2016 年至 2018 年上半

年度期间发布的历年定期报告及摘要进行了更正。 

上述议案公司已于 2018年 8月 31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上披露的公开转让说明书、历年定

期报告及摘要的更正公告，以及更正后的历年定期报告、摘要（公告编号：2018-092 至 

2018-100、2018-102 至 2018-109）。 

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更正公司以

前年度定期报告的议案》（公告编号：2018-113），对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年半

年度报告、2017 年年度报告、2018 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更正，并由董事会将此议案作

为临时提案，增加到本次股东会中，该事项及更正后历年报告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9

月 7 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上披露的《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15）、2016年至 2018年上半年度发布

的定期报告的更正公告、及更正后的各年度定期报告（公告编号：2018-118 至 

2018-125）。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00,93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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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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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议案内容： 

公司董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规范募集资金使用

的相关规定，拟定了《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8 年 8 月 31 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上披露的《阿尔特汽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18-088）。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00,93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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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五）审议通过《关于补充确认向公司关键管理人员支付 2016 年上半年度、2017 年上

半年度、2018 年上半年度薪酬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度、2017 年上半年度、2018 年上半年度分别累计向关键管理

人员支付薪酬 121.45 万元、167.61 万元、346.48 万元。 

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8年 8月 31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上披露的《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9）。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35,79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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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避表决 65,133,020 票，关联股东宣奇武先生、刘剑女士、张立强先生、林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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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宣奇武先生、刘剑女士控制的阿尔特（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廖冠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原独立董事赵航先生因个人原因辞去董事职务，为保持公司董事会稳定，根据

《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提名，第

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拟选举廖冠民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廖冠民先生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8 年 9 月 7 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上披露的《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任命公告》（公告编号：2018-127）。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00,93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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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七）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相关事项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拟申请在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逐项审议通

过发行并上市方案、《关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有关具体事宜》、《关于制定公司股票

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稳定预案》、《关于公司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出具

的相关承诺》、《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

《关于公司上市后前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后适用的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草案）>》、《关于立信中联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三年一期审计报告的议案》等议案，公司股东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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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议案涉及事项做出再次确认。 

上述议案内容已经公司 2018 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且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 或 www.neeq.cc）上披露《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因更换独立董事等事项，本次会

议再次对公司上市相关各议案内容进行确认。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35,79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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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避表决 65,133,020 票，关联股东宣奇武先生、刘剑女士、张立强先生、林玲女士

以及宣奇武先生、刘剑女士控制的阿尔特（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回避表决上述议

案中有关公司近三年一期关联交易相关事项。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近三年一期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公司对 2016 年至今与相关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追认，并据此对公司近三

年一期（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及 2018 年 1-3 月份）的关联交易进行重

新确认。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分别于 2018 年 8 月 31 日、2018 年 9 月 7 日已于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

上披露的《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补充确认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89）、《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认近三年一期关联交易的公告（更正

后）》（2018-110），《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8-117）。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135,799,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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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编号：2018-129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回避表决情况 

回避表决 65,133,020 票，关联股东宣奇武先生、刘剑女士、张立强先生、林玲女士

和公司控股股东阿尔特（北京）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九）审议通过《关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1.议案内容：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补充确认了 2016 年至今与关联方

一汽模具制造有限公司、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一汽解放青

岛汽车有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青

岛汽车研究所、一汽红塔云南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8 年 9 月 7 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上披露的《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追认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2018-117）。 

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00,93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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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十）审议通过《关于更正公司以前年度定期报告的议案》 

1.议案内容： 

根据近三年一期关联交易的情况，公司对 2016 年年度报告、2017 年半年度报告、

2017 年年度报告、2018年半年度报告进行了更正。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 2018年 9月 7日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 或 www.neeq.cc）上披露的 2016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度

发布的定期报告的更正公告，及更正后的各年度定期报告（公告编号：2018-118 至 

2018-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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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股数 200,932,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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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三、备查文件目录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阿尔特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9 月 1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