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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中标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

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采购及集成项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长沙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公布了《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采购及集成项目》的中标候选人公示。经过评标委员会综合评议，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能

达技术"）成为推荐的中标候选人，项目金额为人民币 2,058.12万元。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项目的主要内容

2017年8月14日， 长沙市轨道交通五号线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在长沙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

首次发布了 《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采购及集成项目招标公

告》，招标编号：CSGDGK-2017044，项目名称：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

系统采购及集成项目。根据招标公告显示，本次招标内容为：长沙地铁5号线一期工程全线18

个站点、控制中心及车辆段全部无线通信系统设备，包括TETRA集群交换机、基站、手持台、

车载台、二次开发等，并提供相关设计、安装、培训、调试、验收等服务。

二、项目中标结果

根据《长沙市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工程专用无线通信系统采购及集成项目》 的中标公

示，本项目中标候选人为深圳市海能达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根据投标文件及投标结果，该项

目金额为人民币2,058.12万元。

公示的公告详见长沙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网：

https://csggzy.gov.cn/NoticeFile/NoticeDetails/5447?PTType=1&Sm=% E5% B7% A5% E7%

A8%8B%E5%BB%BA%E8%AE%BE&Sm2=%E4%B8%AD%E6%A0%87%E5%80%99%E9%80%89%

E4%BA%BA%E5%85%AC%E7%A4%BA&WType=0&NType=90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中标金额为人民币2,058.12万元，占公司 2016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0.6%，项目

中标后，合同的履行会对公司未来总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本项目是继长沙地铁1号线、3号线、4号线之后，再次成功中标的长沙地铁专网通信项目。

本项目的成功中标将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长沙地铁市场的占有率和行业地位，加强公司在长沙

地铁后续规划的线路招标中的竞争力；同时，该项目也将进一步稳固公司在国内一、二线城市

轨道交通专网通信领域的市场地位，有利于公司在我国轨道交通大规模建设阶段快速提升市

场份额。

四、风险提示

目前该项目结果仍处于公示期，尚未取得中标通知书，也尚未与招标人签署采购合同，合

同的签订和合同条款尚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实施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将根据项目进

展情况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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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附属公司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提示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经纬纺机"或"公司"或"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融

信托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融信托"）之全资子公司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融鼎新"）与嘉华东方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控股"）于2017年1月20

日签署了《股权转让合作协议》，详情请见公司于2017年1月24日、2017年2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附属公司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

合作协议的公告》及其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17-04、2017-05）。

为落实上述《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约定的事项，中融鼎新通过全资控股子公司达孜县鼎升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普通合伙人设立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宁波聚坤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宁波聚坤"）与嘉华控股于2017年6月30日签署了《关于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转让协议》、《关于海南万通御风投资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年7月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附属公司北京中融鼎新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作协议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7-38）。

本事项属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融信托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中融鼎新经营范围内的正常

经营业务。该事项无需通过本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最新进展

截至目前，上述宁波聚坤受让嘉华控股所持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

控股"）13.9273%股权事项，宁波聚坤已收到万通控股出具的《万通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普

通股股权证》；上述宁波聚坤受让嘉华控股所持海南万通御风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通

御风"）100%股权（万通御风持有万通控股20.0727%的股权）事项，涉及的万通御风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已完成。通过受让上述两部分股权，宁波聚坤合计直接和间接持有万通控股34%的股权。

特此公告。

经纬纺织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99� � �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7-064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00

2、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岩头工业区海虹路71号台州前进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孙杨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5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709,917,8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3.7786%。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人，代表有效表决

权股份为1,15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1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11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711,

072,8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8498％。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吴

婧律师到现场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710,552,900股同意，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9%；519,900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1%；0股弃权,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投票情况：同意635,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4.9870％；反对519,9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5.013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海翔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01113� � � �证券简称：华鼎股份 编号：2017-070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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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2017年9月18日，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董事会收到副总经理

封其都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封其都先生 因身体和家庭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封其都先生辞职后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辞职申请自

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封其都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

感谢！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600694� � � �证券简称：大商股份 公告编号：2017-042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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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9月18日收到股东深圳茂业商厦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茂业商厦"）的通知：

茂业商厦于2017年9月15日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协

议》及《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股份11,760,000股质押给广

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初始交易日2017年9月15日，回购期限一年。

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茂业商厦持有公司股份14,685,923股（全部为无限售条件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5%，本次质押股份数为11,76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80.08%，占公司总股本的4%。

特此公告。

大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331� �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17-063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17年安徽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15:00-17:

00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参加由安徽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

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17年安徽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

接待日活动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投资者互动平台（http://rs.p5w.net）参与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公司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人员为董事、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陈新先

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0728� � � �证券简称：国元证券 公告编号：2017-059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17年安徽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交流， 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将于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参加由安徽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

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17年安徽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将在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采取网络

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路演天下"（http://rs.p5w.net）参与本次活动。

公司董事会秘书刘锦峰女士将出席本次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

极参与。

特此公告。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9月19日

证券代码：002069� � �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2017-49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开展2017年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4年12月3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提升海洋牧场透明度的举措》。公司决定开放底播虾夷扇

贝抽测过程，增加底播虾夷扇贝存量的外部调研。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110）。

公司为积极落实对于资本市场的承诺，进一步提升海洋牧场的透明度，让公司的广大股东

更加透明地了解底播虾夷扇贝生长情况，了解海洋牧场，特制定2017年公司秋季底播虾夷扇贝

抽测方案，具体如下：

一、抽测时间：自2017年9月26日开始，预计2017年10月18日结束。具体时间将随海上作业

天气等因素进行微调，调整时间以实际作业过程中的记录时间为准。

二、参加抽测人员：公司海洋牧场业务群海洋生物技术研发中心研发部和生产技术管理部

人员（包括科研19号船员）、随船投资者代表3人（其他投资者可另船参观）、外部海洋专家、长

海县电视台记者。

三、抽测方式：采用科研19号船，以视频计量数量、以采集器采集扇贝测量规格的方式进

行。

四、抽测点位：本次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涉及2014-2016年底播预估到2017年10月末未

收获的海域面积138万亩，计划调查点位120个。

五、活动主要内容

1、参观海珍品原良种厂；

2、随科研船出海进行抽测；

3、海上扇贝采捕体验、品鉴。

六、投资者代表参与报名方式

1、登记地点：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6号万达中心写字楼27层投资证券部；

2、登记时间：2017年9月22日（上午9:00-11:30，下午13:00-17:00）；

3、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截至2017年9月21日收市时的持股证明等

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持股凭证、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委托投票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加盖印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

（4）按照股东登记时间顺序，取前3名股东作为本次公司秋季底播虾夷扇贝抽测活动的随

船的投资者代表。

六、其他事项

1、报名联系人：张霖

联系电话：0411-39016969

传真：0411-39989999

通讯地址：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6号大连万达中心写字楼27层

邮编：116001

2、参与抽测活动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9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A粤电力B� � � �证券代码：000539、200539� � � �公告编号：2017-34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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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9月18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7年9月17日－2017年9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18日上午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9月17日15:

00至2017年9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3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镇海先生

6、会议应到董事15人（其中独立董事5人），实到董事15人（其中独立董事5人），会议应

到监事6人（其中独立监事2人），实到监事6人（其中独立监事2人），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

部门经理、公司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序号 股东类别 人数 代表股份 比例

（

%

）

一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

（

代理人

）

57 3,833,127,218 73.0080%

其中

：

A

股股东

5 3,752,879,128 84.2988%

B

股股东

52 80,248,090 10.0510%

二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

代理人

）

3 40,900 0.0008%

其中

：

A

股股东

3 40,900 0.0009%

B

股股东

0 0 0.0000%

三

合计出席会议股东

（

代理人

）

60 3,833,168,118 73.0088%

其中

：

A

股股东

8 3,752,920,028 84.2997%

B

股股东

52 80,248,090 10.0510%

四

中小股东

（

代理人

）

59 295,162,833 5.6218%

其中

：

A

股股东

7 214,914,743 4.8275%

B

股股东

52 80,248,090 10.0510%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表决情况

（1）审议《关于与广东粤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超康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644,

029,303股（其中A股数量3,632,372,626股，B股数量11,656,677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0,506,402 99.9660% 41,000 0.0340% 0 0.0000%

B

股

68,591,4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189,097,815 99.9783% 41,000 0.0217% 0 0.0000%

中小股东

189,097,815 99.9783% 41,000 0.0217% 0 0.0000%

（2）审议《关于新增与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涉及关联方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电力开发有限公

司、超康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644,

029,303股（其中A股数量3,632,372,626股，B股数量11,656,677股），已按规定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0,506,502 99.9661% 40,900 0.0339% 0 0.0000%

B

股

68,591,41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合计

189,097,915 99.9784% 40,900 0.0216% 0 0.0000%

中小股东

189,097,915 99.9784% 40,900 0.0216% 0 0.0000%

（3）审议《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黄镇海、姚纪恒、饶苏波、王进、文联合、温淑斐、陈泽、周喜安、张雪球为公司第九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陈昌来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期

三年。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中，李彦旭、洪荣坤、高仕强、李明亮、杨新力、

徐平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截至本公告日，李彦旭、洪荣坤、高仕强、李明亮、杨新力、徐平未

持有公司股份。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结果如下：

姓 名 获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

A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

B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

表决

结果

黄镇海

3,828,932,582 99.8895% 3,752,879,130 99.9989% 76,053,452 94.7729%

当选

姚纪恒

3,826,709,566 99.8315% 3,752,879,130 99.9989% 73,830,436 92.0027%

当选

饶苏波

3,828,473,790 99.8775% 3,752,879,130 99.9989% 75,594,660 94.2012%

当选

王进

3,828,473,790 99.8775% 3,752,879,130 99.9989% 75,594,660 94.2012%

当选

文联合

3,828,473,790 99.8775% 3,752,879,130 99.9989% 75,594,660 94.2012%

当选

温淑斐

3,828,473,790 99.8775% 3,752,879,130 99.9989% 75,594,660 94.2012%

当选

陈泽

3,828,473,790 99.8775% 3,752,879,130 99.9989% 75,594,660 94.2012%

当选

周喜安

3,828,473,790 99.8775% 3,752,879,130 99.9989% 75,594,660 94.2012%

当选

张雪球

3,826,709,566 99.8315% 3,752,879,130 99.9989% 73,830,436 92.0027%

当选

（4）审议《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沙奇林、沈洪涛、王曦、马晓茜、尹中余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中，刘涛、张华、毛付根不再继续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截至本公告日，刘涛、张华、毛付根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结果如下：

姓 名 获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

A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

B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

表决

结果

沙奇林

3,833,127,220 99.9989% 3,752,879,130 99.9989% 80,248,090 100.0000%

当选

沈洪涛

3,833,127,220 99.9989% 3,752,879,130 99.9989% 80,248,090 100.0000%

当选

王曦

3,833,127,220 99.9989% 3,752,879,130 99.9989% 80,248,090 100.0000%

当选

马晓茜

3,833,127,220 99.9989% 3,752,879,130 99.9989% 80,248,090 100.0000%

当选

尹中余

3,833,127,220 99.9989% 3,752,879,130 99.9989% 80,248,090 100.0000%

当选

（5）审议《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独立监事的议案》

选举张德伟、赵丽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独立监事，任期三年；经公司职工民主选举林伟

丰、黎清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任期三年。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结果如下：

姓 名 获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

A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

B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

表决

结果

张德伟

3,833,127,220 99.9989% 3,752,879,130 99.9989% 80,248,090 100.0000%

当选

赵丽

3,833,127,220 99.9989% 3,752,879,130 99.9989% 80,248,090 100.0000%

当选

（6）审议《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

选举朱卫平、江金锁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独立监事，任期三年。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投票结果如下：

姓 名 获得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比例

%

A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A

股股东所持表

决权

%

B

股股东的

表决情况

占出席会议

B

股股东所持

表决权

%

表决

结果

朱卫平

3,833,127,220 99.9989% 3,752,879,130 99.9989% 80,248,090 100.0000%

当选

江金锁

3,833,127,220 99.9989% 3,752,879,130 99.9989% 80,248,090 100.0000%

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陈凌、邹荷律师见证，律师们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附件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黄镇海先生，1962年11月出生。中山大学理学学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

任广东商检局副处长、广东国际认证技术公司总经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

姚纪恒先生，1965年11月出生。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工程硕士，长江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教授级）。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广东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曾任云浮发电厂副厂长、黄埔发电厂厂长助理、沙角A电厂厂

长、党委书记、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监察及生产技术部部

长。

饶苏波先生，1964年5月出生。重庆大学工学学士，中央党校研究生。高级工程师（教授

级）。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委员、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监察及生产技术部部长、粤

电电力及信息技术中心筹备组组长。曾任韶关发电厂副总工程师、广东省电力集团公司生技

处副处长、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生技安监部部长、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生技安

监部部长、副总工程师兼沙角A电厂厂长、党委书记。

王进先生，1963年5月出生。南京工学院工学学士，暨南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工程师。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经营管理部部长、党支部书记。曾任

韶关发电厂锅炉检修车间主任、珠海发电厂筹建处工程技术部部长、珠海发电厂副厂长、广珠

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珠海发电厂有限公司总经理、广东珠海金湾发电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委书记、广珠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文联合先生，1968年10月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高级工程师（教授级）。

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战略发展部部长。曾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生技安监部副部长、广东红海湾发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温淑斐女士，1964年8月出生。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会计师。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 曾任财政部驻广东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业务二处副处

长、处长、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筹建组副组长、副总经理、党支部书记、总经理。

陈泽先生，1969年1月出生。重庆大学本科学历，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企业法律顾问（执业资格）。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法律事

务与资本运营部部长。曾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副部长、资本运营与法律事务部

部长、广东粤电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

周喜安先生，1973年3月出生。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华中科技大学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党支部书记。曾任长湖水电厂副总工程师、副厂

长、广东粤电长湖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粤电青溪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

书记、广东粤电南水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陈昌来先生，1963年4月出生。广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函授本科学历，华南理工大学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政工师。现任沙角A电厂厂长、党委书记。曾任广东省粤电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办事处主任、沙角A电厂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张雪球先生，1966年1月出生。湘潭大学理学学士，暨南大学管理学硕士。高级经济师。现

任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曾任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管理部总

经理。

沙奇林先生，1960年10月出生。武汉工学院硕士。一级律师。现任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

所律师，广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金融财政组），广州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

会委员，兼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务。曾任武汉工学院（现武汉理工大

学）副教授，中国寰岛集团公司投资与发展部负责人、集团副总工程师、境外上市领导小组综

合组长。

沈洪涛女士，1967年8月出生。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暨南大学会

计学系教授， 兼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 广东省会计学会常务理事 ,《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会计研究》编委、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任科员、普华永道国际会

计公司咨询顾问、暨南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

王曦先生，1970年4月出生。中山大学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珠江学者特聘教授。

现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中山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编委、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财经

咨询专家、棕榈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农商银行、广东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干部、海南省信托投资公司投资部经理、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金融系副主任、国际商务系主任、副院长。

马晓茜先生，1964年3月出生。华南理工大学工程热物理博士。教授。现任华南理工大学电

力学院重点实验室主任， 兼任教育部高等学校能源动力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广州市能源学会理事长、广州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广州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曾任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系主任、副院长。

尹中余先生，1969年2月出生。西北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专业硕士。现任长城证券并购部总

经理。曾任国泰君安并购业务董事、上海隆瑞投资顾问公司执行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中，文联合先生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数量为2,830

股，其他董事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全体董事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受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张德伟先生，1961年1月出生。广州师范学院理学学士，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

师。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监事会工作部部长、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

事会主席。曾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董事会事务部经理兼董事会

秘书、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副部长、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

工作部副部长、董事会及法律事务部副部长、资本运营与法律事务部副部长。

赵丽女士，1972年10月出生。中国金融学院本科学历，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会计

师。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曾任广东

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主管、生产财务分部经理。

林伟丰先生，1968年2月出生。江西理工大学管理学学士。审计师。现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职工监事、沙角A电厂财务部部长。曾任沙角发电总厂审计主任、沙角A电厂副总经

济师。

黎清先生，1977年5月出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现任广东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审计室主任。曾任云浮发电厂财务部会计，广东粤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部长助理。

朱卫平先生，1957年5月出生。暨南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珠江实业和广晟有色独

立董事，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事。

江金锁先生，1968年3月出生。暨南大学管理学博士。教授、注册会计师。现任广东金融学

院会计系副主任，广州市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第九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均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监

事的情形，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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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9月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董事会召开时间：2017年9月18日

召开地点：广州市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董事会出席情况

会议应到董事15名（其中独立董事5名），实到董事15名（其中独立董事5名）。黄镇海董

事长、姚纪恒副董事长、文联合董事、温淑斐董事、张雪球董事、沙奇林独立董事、沈洪涛独立

董事、马晓茜独立董事、尹中余独立董事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陈昌来董事委托姚纪恒副董事

长、饶苏波董事、陈泽董事均委托文联合董事、王进董事、周喜安董事均委托温淑斐董事、王曦

独立董事委托沙奇林独立董事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4、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黄镇海先生，公司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列席了

本次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黄镇海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同

届。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姚纪恒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同

届。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根据公司实际需要，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内容如下：

（1）对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的产生方式进行了调整，由原来的“董事会选举产生

专门委员会委员，各专门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主任委员” 的方式，修改为“专门委员会的委

员、主任委员人选由董事会审议确定” ；

（2）调整了部分专门委员会的成员人数，其中，战略发展委员会由原来10人调整为8人，

提名委员会由原来7人调整为5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原来6人调整为5人。

修订后的《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

预算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

则》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决策需要，第九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发展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五个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如下：

（一）战略发展委员会

主任委员：黄镇海

委员：姚纪恒、饶苏波、文联合、陈泽、马晓茜、王曦、尹中余

（二）预算委员会

主任委员：姚纪恒

委员：饶苏波、文联合、王进、温淑斐、陈昌来、沈洪涛

（三）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沈洪涛

委员：温淑斐、陈泽、沙奇林、尹中余

（四）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沙奇林

委员：姚纪恒、周喜安、马晓茜、尹中余

（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曦

委员：王进、张雪球、沙奇林、马晓茜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姚纪恒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同届。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杨选兴先生、刘辉女士、刘维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

事会同届。

因任期届满，李晓晴女士不再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截至本公告日，李晓晴女士未持有

公司股份。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刘维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同届。

因任期届满，李晓晴女士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截至本公告日，李晓晴女士未持

有公司股份。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8、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刘维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同届。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委任秦晓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董事会同届。

秦晓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1、办公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6楼

2、邮政编码：510630

3、联系电话：020-87570251

4、传真号码：020-85138084

5、办公邮箱：qinxiao@ged.com.cn

本议案经15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附件

简历

黄镇海先生，1962年11月出生。中山大学理学学士，悉尼科技大学博士。高级工程师。现任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曾

任广东商检局副处长、广东国际认证技术公司总经理、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截至本公告日，黄镇海先生未持有

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

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

求的任职资格。

姚纪恒先生，1965年11月出生。浙江大学工学学士、工程硕士，长江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工程师（教授级）。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广东电力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曾任云浮发电厂副厂长、黄埔发电厂厂长助理、沙角A电厂

厂长、党委书记、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工程师兼安全监察及生产技术部部

长。截至本公告日，姚纪恒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杨选兴先生，1965年11月出生。中山大学大学学历。高级审计师。现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按粤电集团公司总部部门正职管理）。曾任广东省电力工业局审计处副

处长、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纪委副书记、纪检监察部部长、财务部部长、副总会计师。截至

本公告日，杨选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辉女士，1965年10月出生。江西南方冶金学院工学本科毕业。高级工程师。现任广东电

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项目管理部经

理、广东火电工程总公司副总经济师兼预算部部长。截至本公告日，刘辉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刘维先生，1979年4月出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专业本科毕业。经济师。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兼任工会副主席、董事会事务部经理。曾任广东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专责、董事会事务部专责、主办、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截至本公告日，刘维先

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秦晓女士，1983年7月出生。武汉大学工学、经济学学士。经济师。现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曾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沙角A电厂人力资源部人事专责、广

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计划发展部、董事会事务部专责。截至本公告日，秦晓女士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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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发出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7年9月8日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发出会议通知。

2、召开会议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监事会召开时间：2017年9月18日

召开地点：广州市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3、监事会出席情况

会议应到监事6名（其中独立监事2名），实到监事6名（其中独立董事2名）。张德伟监事

会主席、赵丽监事、林伟丰监事、黎清监事、朱卫平独立监事、江金锁独立监事亲自出席了会

议。

4、会议主持人为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德伟先生，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列席了本次

会议。

5、本次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德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同届。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委任公司监事会秘书的议案》

委任黎清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秘书（简历附后），任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同届。

本议案经6名监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七年九月十九日

附件

简 历

张德伟先生，1961年1月出生。广州师范学院理学学士，暨南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

师。现任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与监事会工作部部长。曾任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董事会事务部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广东省粤电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

会工作部副部长、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副部长、董事会及法律事务部副部

长、资本运营与法律事务部副部长。截至本公告日，张德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黎清先生，1977年5月出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现任广东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职工监事、审计室主任。曾任云浮发电厂财务部会计，广东粤泷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财务部部长助理。截至本公告日，黎清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不存在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受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委托，指派陈凌律师和邹荷律师（以下简称“经办律师” ）参加了公司于2017年9月18日

下午14：30在广州市天河东路2号粤电广场南塔33楼会议室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临时提案的提出、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等事宜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进行公告。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

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

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

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召集。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2017年8月

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 并于2017年8月31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香港商报》 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根据上述通

知，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通知载明会议召集人、会议召

开时间、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审议议案、登记方法、参与网络投票的具

体流程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17年9月18日下午2:30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

黄镇海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实施的投票于2017年9月18日上

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进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于2017年9月17日15:

00至2017年9月18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进行。 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

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安排。

经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会议内容与通知的内容一致。经审验，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0名，代表股份3,833,168,118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73.0088%。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7名，代表股份3,833,127,218

股；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3名，代表股份40,900股。经审验，上述股东

及代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部分公司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临时议案的提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临时议案提出。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就列入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分别进行投票表决，其中对《关于选举

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

第九届监事会非独立监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

票制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表决权

总数和表决结果，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由律师、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计

票和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1、 审议通过 《关于与广东粤电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融资租赁合作框架协议>的议

案》；

2、审议通过《关于新增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其中包括：

（1）选举黄镇海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姚纪恒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饶苏波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王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文联合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温淑斐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选举陈泽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选举周喜安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选举张雪球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其中包括：

（1）选举沙奇林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沈洪涛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王曦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选举马晓茜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选举尹中余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非独立监事的议案》，其中包括：

（1）选举张德伟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非独立监事；

（2）选举赵丽女士为第九届监事会非独立监事。

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独立监事的议案》，其中包括：

（1）选举朱卫平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独立监事；

（2）选举江金锁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独立监事。

上述第1项与第2项议案的关联股东回避了表决。

经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及本次股东大会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副本两份。正本和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国信信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林泰松 律师

经办律师：陈凌 律师 邹荷 律师

日期：201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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