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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138� � � �股票简称：顺络电子 编号：2018-047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金倡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顺络电子” ）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

的股东金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倡投资” ）的减持股份通知，金倡投资于2018年5月

1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22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7%。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

%

）

金倡投资 大宗交易

2018

年

5

月

17

日

16.99

元

/

股

220 0.27%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金倡投资

合计持有股份

4,771.998 5.84% 4,551.998 5.5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771.998 5.84% 4,551.998 5.57%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行为未违反《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金倡投资关于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方面的承诺

1、金倡投资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

月内，不转让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此承诺已履行完毕。

2、金倡投资于2014年9月4日承诺，自2014年9月4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此承诺已履行完毕。

3、金倡投资于2016年6月2日承诺，自2016年6月2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5%，此承诺已履行完毕。

4、金倡投资于2017年9月15日作出承诺，自股份转让完成（即2017年10月11日）后6个月

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此承诺已履行完毕。

本次减持未违反金倡投资所作出的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方面的承诺。

（三）金倡投资未做出过关于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四）未来的减持安排：金倡投资将于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以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三、备查文件

1、金倡投资减持股份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861� � � �证券简称：瀛通通讯 公告编号：2018-044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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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5月8日，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黄晖先生的通知，根据公司2018年2月9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

公司股份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004）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黄晖先生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现将有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1、 黄晖先生于2018年5月17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的方式，以

23.85元/股，共计买入了公司股份20,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163%。

本次增持前，黄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8,047,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01%。本次增持

后，黄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8,067,7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03%。

2、累计增持股份的基本情况：

增持人 职务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股数

（股）

增持均价

（元

/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黄晖

董事长、

总经理

集中竞价

2018

年

2

月

8

日

60,000 21.788 0.0489

2018

年

2

月

9

日

51,000 21.219 0.0416

2018

年

2

月

27

日

30,000 22.917 0.0245

2018

年

2

月

28

日

10,000 22.930 0.0082

2018

年

3

月

01

日

90,000 23.374 0.0734

2018

年

3

月

07

日

170,100 24.084 0.1386

2018

年

3

月

13

日

210,000 29.746 0.1712

2018

年

3

月

14

日

20,000 28.500 0.0163

2018

年

3

月

15

日

20,000 28.000 0.0163

2018

年

3

月

20

日

90,000 28.960 0.0734

2018

年

5

月

03

日

28,200 24.349 0.0230

2018

年

5

月

4

日

90,000 24.194 0.0734

2018

年

5

月

7

日

38,600 24.69 0.0315

2018

年

5

月

17

日

20,000 23.85 0.0163

左笋娥 董事 集中竞价

2018

年

2

月

9

日

15,500 21.103 0.0126

二、后续增持计划

黄晖先生、 左笋娥女士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坚定信心， 同时为提升投资者信

心、稳定公司股价、维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在未来6个月内（自2018年2月8日增持之日起算，包含

本次增持之日）以自有资金继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适时增持公司股份。

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自2018年2月8日起 6个月内继续增持公司股份，增

持股份不低于100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82%）、不超过245万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2.00%)

（包括增持计划已实施部分）。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增持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或资本市场情况发生变化等因素， 导致

增持计划无法实施的风险。公司会及时关注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计划的

实施并及时披露。

四、其它说明

1．《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管理业务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2．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已经作出的

各项承诺，在本次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份，不进行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不在

敏感期买卖本公司股份。

3.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公司将持续关注黄晖先生、左笋娥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依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湖北瀛通通讯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证券代码：002246� � �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2018-050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本次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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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本次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及《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前次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不超过42,9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使用不超过39,350万元的闲置本

次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不超过3,550万元的闲置前次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决议有

效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

内，资金可以循环滚动使用。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经理行使投资决策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选择合格的理财机构、理财产品品种、明确投资金额、投资期限、签署合同或协

议等。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具体内容登载于2018年3月3日的《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一、使用部分闲置本次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赎回的情况

2018年4月13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泸州分行签订《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北化”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四川2018年第5期（总2018年第31期）客户协议书》,公司使用闲

置本次募集资金4,000万元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 “乾元-北化” 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四川

2018年第5期（总2018年第31期）。具体内容登载于2018年4月18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 和巨潮资讯网。 公司已于2018年5月16日赎回上述已到期理财产品， 实际年化收益率为

2.8%，获得理财收益人民币92,054.79元，本金及收益已于2018年5月17日到账。

二、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一）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受托机构

金额

（万元）

产品有效期

资金来

源

是否

保本

预计年化收益

率

其他

(

实际

收益

)

1

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按

期开放【

CNYAQKF

】

保证收

益型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泸州分行

人民币

3,

550

万元

2018

年

03

月

05

日

-2018

年

12

月

10

日

闲置前

次募集

资金

是

4.0000%(

扣除

理财产品费用

后可获得的年

化收益率

)

未到期

2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

北

化”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四川

2018

年第

1

期（总

2018

年第

25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产品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泸州分

行

人民币

4,

000

万元

2018

年

3

月

12

日

-2018

年

4

月

12

日

闲置本

次募集

资金

是

最高收益率

3.8%

129,

095.89

元

3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

北

化”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四川

2018

年第

2

期（总

2018

年第

26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产品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泸州分

行

人民币

5,

000

万元

2018

年

3

月

12

日

-2018

年

5

月

14

日

闲置本

次募集

资金

是

最高收益率

4.0%

345,

205.48

元

4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

北

化”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四川

2018

年第

3

期（总

2018

年第

27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产品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泸州分

行

人民币

10,000

万元

2018

年

3

月

12

日

-2018

年

6

月

11

日

闲置本

次募集

资金

是

最高收益率

4.2%

未到期

5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

北

化”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四川

2018

年第

4

期（总

2018

年第

28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产品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泸州分

行

人民币

20,000

万元

2018

年

3

月

12

日

-2018

年

9

月

11

日

闲置本

次募集

资金

是

最高收益率

4.4%

未到期

6

中国建设银行“乾元

-

北

化”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四川

2018

年第

5

期（总

2018

年第

31

期）

保本浮

动收益

型产品

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泸州分

行

人民币

4,

000

万元

2018

年

4

月

16

日

-2018

年

5

月

16

日

闲置本

次募集

资金

是

最高收益率

2.8%

92,

054.79

元

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截至本公告

日，公司在前12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累计金额为42,550万元，未超过授权额

度。其中，已到期赎回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总金额为9,000万元，尚未到期的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总

金额33,550万元。

（二）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品的情况

序

号

认购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受托机

构

金额

（万元）

产品有效

期

资金来

源

是否保本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其他

(

实际

收益

)

1

四川北方

硝化棉股

份有限公

司

华能信托

.

熙曜

3

号集

合资金信

托计划产

品

集合资

金信托

计划

华能贵

诚信托

有限公

司

人民币

7,

000

万元

自

C

类信

托单位成

立并生效

之日起满

6

个月

闲置自

有资金

是（中兵投资出具

《关于

<

华能信托

-

熙

曜

3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信托合同

>

利益

及劣后级差额补足

的承诺函》）

预期年收

益率：

4.8%

未到期

2

子公司

山西新华

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

华能信托

.

熙曜

3

号集

合资金信

托计划产

品

集合资

金信托

计划

华能贵

诚信托

有限公

司

人民币

6,

000

万元

自

F

类信托

单位成立

并生效之

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11

日

闲置自

有资金

是（中兵财富出具

《关于

<

华能信托

-

熙

曜

3

号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信托合同

>

利益

及劣后级差额补足

的承诺函》）

预期年收

益率：

5.6% (

信

托税前

)

未到期

根据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及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截至本公告日，公

司及子公司在前12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品累计金额为13,000万元，未超过授权

额度。其中：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品累计金额为7,000万元；子公司山西新华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信托产品累计金额为6,000万元。公司及子公司尚未到期

的信托产品金额为13,000万元。

三、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0504� � � �证券简称：南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8-028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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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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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8日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7日-2018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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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上午

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5月17日下午15:00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15:00中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天心区城南西路3号财信大厦13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石磊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会议的整体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45,602,817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6.731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79,976,6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66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65,626,16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062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79,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75,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83％。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3％。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和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2017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02,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2、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02,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3、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02,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4、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02,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5、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5,602,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9,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秦桥、潘继东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贵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华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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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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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7日上午 10: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6日至2018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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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7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下午15:

00-2018年5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长乐区航城街道琴江村太平里169号公司会议室

4、股权登记日：2018年5月11日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

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6、现场会议主持人：陈钦忠 董事长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6,557,97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385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4,078,570股，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2227%。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479,4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5%。

4、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

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3人，代表股份2,479,400股，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5%。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本次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2,479,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1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确认2018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投票结果如下： 同意2,479,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股份总数的

99.9919％；反对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 次股东大会采取累

积投票方式选举陈钦忠先生、陈秀梅女士、陈本宋先生、陈世荣先生四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上述董事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01关于选举陈钦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46,553,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2,4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5%。

陈钦忠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2关于选举陈秀梅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46,554,3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23%。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2,475,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8%。

陈秀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3关于选举陈本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46,553,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2,4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5%。

陈本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1.04关于选举陈世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46,553,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2,4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5%。

陈世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本次股东大会对董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累积

投票方式选举沈毅民先生、潘琰女士、兰邦胜先生三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董事的任

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01关于选举沈毅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46,553,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2,4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5%。

沈毅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2关于选举潘琰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46,554,1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8%。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2,475,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67%。

潘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2.03关于选举兰邦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获得选举票46,553,5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5%。其中获

得中小投资者选举票2,47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25%。

兰邦胜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因公司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本次股东大会对监事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 次股东大会选举张

涛晓女士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监事的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

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3.1�关于选举张涛晓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同意46,557,77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99.9996％；反对2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股份总数的0.0000％。

张涛晓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孙立律师、乔营强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

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福建

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于2018年5月17日召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

（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是否

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和股东大会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否则愿意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是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所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进行审查判断， 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公司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由董事会于2018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予以公告。公司发布的公告载明了股东大会届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会议召开的合

法、合规性；会议召开的时间；会议的召开方式；股权登记日；有权出席会议的人员；会议审议的事项

等， 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

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等事项。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公告中列明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讨论事项，并按有关规定对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2018年5月17日10:00在长乐

市航城街道琴江村太平里16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本次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至2018年5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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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16日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8年5月16日15:00至2018年5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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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根据公司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授权委托书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与本次股

东大会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7名， 代表公司股份46,557,97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9.3852%。

经验证，上述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参加会议的资格均合法有效，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2、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会议人员除股东外，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就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

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逐项审议通

过了下列议案：

1、《关于<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2、《关于<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关于<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4、《关于<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6、《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7、《关于增加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8、《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确认2018年度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10、《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11、《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关于选举陈钦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2�《关于选举陈本宋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3�《关于选举陈秀梅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4�《关于选举陈世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关于选举沈毅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2�《关于选举潘琰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3�《关于选举兰邦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3、《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3.1�《关于选举张涛晓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中列明的议案一致，公司股东没有提出新的议案。本次

股东大会议案审议通过的表决票数符合《公司章程》规定。其中，第5、7项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

过，第11、12项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会议记录及决议均由出席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其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

李 强

经办律师：

孙 立 律师

乔营强 律师

二○一八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706� � � �证券简称：阿石创 公告编号：2018-039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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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在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成员，经第二届董事会全体董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求，在公

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由陈钦忠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7名，亲自出席会议董事7名，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

务总监、证券事务代表均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为提高工作效率，同意豁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钦忠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

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其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任命审计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潘琰女士、董事陈秀梅女士、独立董事沈毅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委员，并由会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潘琰女士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任

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及任命提名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潘琰女士、董事陈本宋先生、独立董事沈毅民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并由独立董事潘琰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主任。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期三年，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任命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的议

案》

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沈毅民先生、董事陈世荣先生、独立董事兰邦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并由独立董事沈毅民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任命战略委员会主任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事陈钦忠先生、独立董事潘琰女士、独立董事兰邦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

员会委员，并由董事陈钦忠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主任。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任期三年，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以上人员简历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钦忠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为止，陈钦忠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陈本宋先生、陈世荣先生、林梅女士、张科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止，以上人选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9、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梅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为止，林梅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林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为止，林梅女士简历详见附件。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林梅女士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谢文武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为止，谢文武先生简历请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备查文件

1、《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陈钦忠：男，1977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8年1月至2000年7

月，任都江堰市恒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2000年7月至2002年3月，任延安圣隆钢铁有限责任公

司销售经理；2002年10月至2011年5月，任福州阿石创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1年5

月至2015年6月，任福州阿石创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1年3月至今，兼任福州科拓投

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4年8月至2016年12月，兼任福州长创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17年3月至今，兼任台湾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兼总经理。

陈钦忠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9,700,000股， 通过福州科拓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5.58%的股份，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秀梅女士为夫妻关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陈本宋先生为其妻弟。陈钦忠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 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

查询平台"查询，陈钦忠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

任职条件。

（2）陈秀梅：女，197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8年1月至2000年7月，任职于都

江堰市恒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2000年7月至2002年3月，任职于延安圣隆钢铁有限责任公司；2002年10

月至2015年6月，任职于福州阿石创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销售部；2015年4月至2015年6月任福州阿石创

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销售部职员；2017年3月至今，兼任台湾阿石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察人。

陈秀梅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364,285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陈钦忠先生为夫妻关系，与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本宋先生为姐弟关系。陈秀梅女士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

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

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陈秀梅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3）陈本宋：男，1983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2006年7月至2015年6

月，任福州阿石创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2007年3月至2015年6月，兼任福州阿石创光电子材

料有限公司监事。2014年8月至2016年12月， 兼任福州长创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监事；2015年6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生产部经理。2017年3月至今，兼任台湾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陈本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300,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秀梅女士为姐弟关系，

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钦忠先生之妻弟。陈本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

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陈本宋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4）陈世荣：男，1977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6年8月至1999年7月，任职于超

力食品有限公司；1999年8月至2004年3月，自主经商；2004年4月至2010年3月，任日本（东京）柿安株式

会社营业经理；2010年3月至2011年4月，任职于伊藤忠株式会社；2011年4月至2015年6月，任福州阿石

创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部经理。

陈世荣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陈世荣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陈世荣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

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陈世荣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5）沈毅民：男，196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律师。1988年7月至1996

年7月，任福州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1996年7月至今，任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律师。2015年6月

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沈毅民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沈毅民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沈毅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

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沈毅民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6）潘琰：女，1955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教授。1982年2月至1984年6月，任上海海事大学管理学院教师；1984年6月至2010年10月，历任福州大学

会计系系主任、管理学院副院长、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实验中心主任、福州大

学研究生院副院长、福州大学文科研究生培养委员会主任等；现任福州大学内部控制研究所所长、经

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12年9月2017年9月，兼任福建江夏学院会计学院院长；2007年6月至

2013年5月，兼任福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07年7月至2013年4月，兼任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09年4月至2015年4月，兼任鸿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0年12月至2013

年12月，兼任福建榕基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09年4月至2016年12月，兼任中国武夷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1月至2017年12月，兼任天一同益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5月至

今，兼任福建海峡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12月至今，兼任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2017年12月至今，兼任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潘琰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潘琰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潘琰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 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潘琰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的任职条件。

（7）兰邦胜：男，1978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5年9月至2007年2

月任厦门金友诚软件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2007年3月至2008年2月任诺基亚中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大客户专员；2008年3月至2008年5月任劲霸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08年6月至2009年9月

任厦门美亚柏科资讯科技有限公司风险控制部副经理；2009年9月至2011年4月任厦门美亚柏科信息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1年4月至2012年6月任福州百洋海味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2012年6月至2012年12月任福建省晋江市华宇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 董事会秘书；2013年1月至

2014年12月任厦门明翰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2015年1月至2016年5月任厦门纳网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16年3月至今任深圳市赢时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2016年6月至2017年7月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企业融资部业务董事；2017年8月至

今任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事业部资产管理并购融资部执行董事。

兰邦胜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兰邦胜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兰邦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

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兰邦胜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8）张科;男，198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2008年7月至2015年

6月，历任福州阿石创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助理、制造二部部长。2011年3月至今，兼任福州

科拓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研发中心负责人。

张科先生通过福州科拓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0.43%的股份。 张科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张科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

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

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

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张科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9）林梅;女，1979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00年7月至2004年5月，任职于福建华兴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5月

至2007年12月，任福建磬基软件有限公司会计；2008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福建龙生机械有限公司财

务部经理；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任福州阿石创光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2017年3月2017年12

月，兼任台湾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

林梅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林梅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林梅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 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林梅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的任职条件。

（10）谢文武;男，1991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法学专业，已取得深圳

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5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谢文武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谢文武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谢文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

政处罚，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谢文武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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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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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在公司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经第二届监事会全体监事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间要

求，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张瑜先生主持，会议应

到监事3名，亲自出席会议监事3名。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为提高工作效率，同意豁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

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18日

附件：

张瑜：男，1986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2010年6月至2011年4月，

就职于福建优兰发纸业有限公司， 任研发中心职员；2011年6月至2015年6月就职于福州阿石创光电子

材料有限公司，任项目一部副部长。2015年6月至今，任公司项目一部副部长、职工代表监事、研发中心

职员。

张瑜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张瑜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张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第3.2.3条规定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

未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和通报批评， 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 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

公布与查询平台"查询，张瑜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

求的任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