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000404� � � �公告编号：2018-045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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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根据2018年5月17日公司工会委员会推荐函：推荐陈思远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任期与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陈思远先生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监事共同组成第八

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附：陈思远先生简历

陈思远，男，汉族，江西临川人，1971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政工师，高级文秘职称。 历

任公司铸造车间技术员、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市场部副经理、人力资源部经理、物资采购部经理、公司办（证

券办）主任、公司团委负责人、党办主任、纪检委员。 2013�年2月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7年11月起担任

公司工会主席、公司职工监事，2018年3月起任公司党委委员。 陈思远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

2018年5月18日，陈思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81,250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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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远先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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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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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000404� � � �公告编号：2018-047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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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意压缩” ）于2018年5月18日召开2018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选举杨秀彪、朱金松、王光全、史强、寇化梦、何心坦为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张蕊（会计专业人士）、唐英凯、李余利为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9名

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选举李云强、周钰为非职工监事，与公司工会委员会推荐的职工代表监事

陈思远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届监事会组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至此，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顺利完成。

本次换届完成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牟文女士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且不在公司任职。

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杜志孝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的职务，继续在公司任职。 截至本公告日，牟文女

士、杜志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牟文女士、杜志孝先生在担任公司

董事、监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牟文女士、杜志孝

先生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000404� � � �公告编号：2018-048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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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时间与方式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意压缩” ）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18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董事。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下午16：00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2）董事出席会议情况

现场参与表决董事：杨秀彪、朱金松、王光全、寇化梦、何心坦、张蕊、唐英凯、李余利

通讯参与表决董事：史强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杨秀彪先生

（4）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以书面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第八届董事会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杨秀彪先生为董事长，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第八届董事会关于选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 及有关规

定，经董事长提名，选举产生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各委员会

具体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秀彪

委员：朱金松、王光全、史强、唐英凯

根据《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五名委员组成，其中应至少包括一

名独立董事，主任委员由董事长担任。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张蕊

委员：李余利、史强

根据《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

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担任。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余利

委员：唐英凯、王光全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独立董事占多数，

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担任。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唐英凯

委员：张蕊、何心坦

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规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三名委员组成，独立

董事占多数，主任委员由独立董事担任。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工作的需要，考虑公司管理层的稳定性和工作的连续性，经提名委员会审核，第八届董事

会同意聘任以下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具体如下：

根据公司董事长提名，经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续聘朱金松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根据总经理提名，经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续聘王光全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续聘余万春先生为公

司总会计师，续聘吴景华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根据董事长提名，并经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续聘史强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证券业务和信息披露工作的需要，经董事长提名，同意续聘巢亦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三年，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第一、三项议案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细内容参见巨潮资讯网与《证券时报》同日

刊登的相关公告文件。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对第八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附：1、董事长简历

杨秀彪，男，汉族，1971年8月生，中共党员，工程师，吉林工业大学机械制造工艺与设备专业本科毕业，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电子科技大学在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历任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机动处工艺技术员、销售服务处营销经理、平板显示公司市场处经理、多媒体产业公司产品规

划部部长、营销中心副总经理、PDP�事业部市场营销总监、欣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四川长

虹技佳精工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加西

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郴州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秀彪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

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5月18日，杨秀彪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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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彪先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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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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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朱金松，男，汉族，1948年9月出生，浙江省绍兴人，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历任嘉兴钢铁厂副厂长、厂长；嘉钢(集团)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总经

理、党委副书记。 现任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技术中心主任，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

浙江省家电协会理事长。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华意压缩机巴塞罗那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浙江加西贝拉科技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郴州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朱金松

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5月18日，朱金松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208,150股。 朱金松先生

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

分； 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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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

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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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全，男，汉族，1974年9月出生，1996年7月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工业管理工程专业，2010年8月毕业

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MBA专业，硕士研究生。 历任四川长虹质量生产处调度员、综合管理部主管、海外营销

本部营销经理、广东长虹运营管理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兼行政人事部部长、四川长虹PDP事业部部长助理、

四川欧联公司副总经理、长虹技佳精工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郴州格兰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董事、华意压缩机(荆州)有限公司董事。 王光全先生与本公司控

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5月18日，王光全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王光全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

行人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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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万春，男，汉族，1970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曾任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处会计、材料科科长、成本科长、综合管理科长、资金科长、纪委办主任、纪

检监察部部长、党委委员，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处处长、财务部副部长、审计部部长、监事会主

席、党委委员，科大讯飞董事，美菱电器副总裁、党委委员、监事会主席，华意压缩监事会主席。现任本公司总

会计师、郴州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董事。余万春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截至2018年5月18日，余万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 余万春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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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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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景华，男，汉族，1962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历任本公司车间主任、生产制造部

经理、研发部副经理、经理、副总工程师、监事、董事。 2004年6月至今任本公司总工程师。 吴景华先生与本公

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5月18日，吴景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317,150股。 吴景华先生不存在不得提

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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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

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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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强，男，汉族，1968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东南大学水声电子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工程师。 历

任长虹公司办公室秘书、品质管理处处长、物资本部处长、海外营销部联络员、资产管理部处长、副部长，四

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部长、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四川长虹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四

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现任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美菱电器董事、本公司董事、党委副

书记、纪委书记、董事会秘书，郴州格兰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董事、华意压缩

机(荆州)有限公司董事。 史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5月18日，史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

票。 史强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最近三年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期限尚未届满等情形。 不存在因涉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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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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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巢亦文,女,1975年11月出生,汉族,大学本科,统计师。 1997年以来一直在公司从事证券事务工作,自2004

年起先后担任证券办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2004年5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巢亦文女士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条件。 截至2018年5月18日，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最近三年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

职期限尚未届满等情形。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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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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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证券代码：000404� � � �公告编号：2018-049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2018年

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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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通知时间与方式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华意压缩” ）第八届监事会2018年第一次临时会议通

知于2018年5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全体监事。

2、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1）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下午17：30以通讯方式召开

（2）监事出席会议情况

公司应参与表决的监事3名，实际参与表决的监事3名。

（3）会议主持人：监事会主席李云强先生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充分讨论，以书面投票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由李云强先生、周钰女士，与工会推荐的职

工监事陈思远先生共同组成。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本次监事会

选举李云强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与第八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19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李云强，男，汉族，1970年3月出生，1993年7月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价格学专业，本科，高级会计师。 历任

四川长虹财务部销售核算科员、成本管理主管、价格处价格管理主管、四川长虹销售部驻外销售经理、四川

长虹综合管理部经济室主任、长虹电子集团经营管理部副部长、四川长虹电视公司财务经理、四川长虹物流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四川长虹财务部核心财务处处长、四川长虹器件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四川长虹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四川长虹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现任四川长

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部长、法务部部长，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李云强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四川

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2018年5月18日，李云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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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强先生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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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

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被认定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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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000404� � � �证券简称：华意压缩 公告编号:2018-046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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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刊登于2018年4月

26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不涉

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2018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2）主持人：董事长杨秀彪先生。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8年5月17日至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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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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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高新区长虹大道1号公司会议室

本次会议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代理人)共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12,515,2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5339%。 其

中，现场出席的股东（代理人)为6名，代表股份212,512,80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5336%。 参与网络投票的股

东为1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3%。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指派的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2、 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得票情况如下表：

序号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1

杨秀彪

212,512,805 99.9989%

是

2

朱金松

212,512,805 99.9989%

是

3

王光全

212,512,805 99.9989%

是

4

史强

212,512,805 99.9989%

是

5

寇化梦

212,512,805 99.9989%

是

6

何心坦

212,512,805 99.9989%

是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序号

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1

杨秀彪

9,303,050 99.9742%

2

朱金松

9,303,050 99.9742%

3

王光全

9,303,050 99.9742%

4

史强

9,303,050 99.9742%

5

寇化梦

9,303,050 99.9742%

6

何心坦

9,303,050 99.9742%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

所审核无异议。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得票情况如下表：

序号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是否当选

1

张蕊

212,512,805 99.9989%

是

2

唐英凯

212,512,805 99.9989%

是

3

李余利

212,512,805 99.9989%

是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序号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1

张蕊

9,303,050 99.9742%

2

唐英凯

9,303,050 99.9742%

3

李余利

9,303,050 99.9742%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得票情况如下表：

序号

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

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

是否当选

1

李云强

212,512,805 99.9989%

是

2

周钰

212,512,805 99.9989%

是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序号

第八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

选人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股份总

数的比例

（

%

）

1

李云强

9,303,050 99.9742%

2

周钰

9,303,050 99.9742%

(4)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2,512,8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9％；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1％；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303,0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42％；反对2,40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弃权0股。

表决结果：经参与该项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同意，本次议案以普通决议方式

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君立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江日华、张欣

3、结论性意见：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0625(200625)� � � � � � � �证券简称：长安汽车（长安B） 公告编号：2018-34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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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8年5月18日下午 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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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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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2018年5月18日下午15：00时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重庆市江北区建新东路260号重庆长安汽车科技大楼多媒体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东大会主持人：董事、总裁朱华荣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68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752,913,3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7.32%� 。

2、A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3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2,497,988,61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A股股份总数的64.04%。 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1,966,189,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50.41%；通过网络投票的 A�股股东共431人，代表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531,799,3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13.63%。

3、B股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4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254,924,7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B�股股份总数的28.26%。其中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数248,986,0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27.60%；通过网络投票的B�股股东共131人，代表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数5,938,6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B股股份总数的0.66%。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2）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非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果

（1）总体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议案审议总体表决情况如下表所示：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同意

(

股

)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反对

（

股

）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弃权

(

股

)

占该类别

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

比例

1.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334,713,893 84.809% 12,451,352 0.452% 405,748,087 14.739%

审议通过

2.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334,732,893 84.810% 12,428,152 0.451% 405,752,287 14.739%

审议通过

3.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335,060,793 84.821% 12,134,552 0.441% 405,717,987 14.738%

审议通过

4.2017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18

年

度财务预算说明

2,334,781,893 84.811% 12,443,052 0.452% 405,688,387 14.737%

审议通过

5.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339,439,250 84.980% 7,874,895 0.286% 405,599,187 14.734%

审议通过

6.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775,556,132 98.227% 13,928,681 1.764% 70,900 0.009%

审议通过

7.2018

年度投资计划

2,334,302,821 84.794% 13,005,924 0.472% 405,604,587 14.734%

审议通过

8.2018

年度融资计划

2,334,479,493 84.800% 12,636,252 0.459% 405,797,587 14.741%

审议通过

9.

关于续签

《

日常关联交易框

架 协 议

》、 《

物 业 租 赁 框 架 协

议

》、《

综合服务协议

》

的议案

775,869,904 98.267% 13,513,709 1.712% 172,100 0.021%

审议通过

10.

关于修订

《

非日常经营业务

分级授权管理办法

》

的议案

2,334,665,993 84.807% 12,546,252 0.456% 405,701,087 14.737%

审议通过

1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334,397,413 84.797% 12,805,232 0.465% 405,710,687 14.738%

审议通过

12.

关于聘任

2018

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师和 内控报告审 计 师

的议案

2,333,784,084 84.775% 13,376,161 0.486% 405,753,087 14.739%

审议通过

13.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

协议

》

的议案

681,225,729 86.280% 107,696,926 13.640% 633,058 0.080%

审议通过

14.

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

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

议案

681,306,029 86.290% 107,621,426 13.631% 628,258 0.079%

审议通过

（2）B股股东表决情况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

股

)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反对

（

股

）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1.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50,148,417 98.126% 4,769,805 1.871% 6,500 0.003%

2.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50,152,817 98.128% 4,765,405 1.869% 6,500 0.003%

3.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50,237,517 98.161% 4,686,705 1.839% 500 0.000%

4.2017

年度财务决 算及

2018

年度 财 务

预算说明

250,228,617 98.158% 4,689,605 1.839% 6,500 0.003%

5.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52,461,595 99.034% 2,425,327 0.951% 37,800 0.015%

6.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49,670,546 97.939% 5,253,676 2.061% 500 0.000%

7.2018

年度投资计划

249,836,645 98.004% 5,083,177 1.994% 4,900 0.002%

8.2018

年度融资计划

249,936,017 98.043% 4,765,805 1.869% 222,900 0.088%

9.

关于续签

《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

物业租赁框架协议

》、《

综合服务协议

》

的议案

249,794,818 97.988% 5,129,404 2.012% 500 0.000%

10.

关于修订

《

非日常经营业务分级授

权管理办法

》

的议案

250,077,117 98.098% 4,842,705 1.900% 4,900 0.002%

1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49,657,537 97.934% 5,262,285 2.064% 4,900 0.002%

12.

关于聘任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

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248,958,908 97.660% 5,965,314 2.340% 500 0.000%

13.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168,154,700 65.962% 86,760,322 34.034% 9,700 0.004%

14.

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168,143,800 65.958% 86,776,022 34.040% 4,900 0.002%

（3）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

股

)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反对

（

股

）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1.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71,356,274 47.034% 12,451,352 1.577% 405,748,087 51.389%

2.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71,375,274 47.036% 12,428,152 1.574% 405,752,287 51.390%

3.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71,703,174 47.078% 12,134,552 1.537% 405,717,987 51.385%

4.2017

年度财务决 算及

2018

年度 财

务预算说明

371,424,274 47.042% 12,443,052 1.576% 405,688,387 51.382%

5.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76,081,631 47.632% 7,874,895 0.997% 405,599,187 51.371%

6.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775,556,132 98.227% 13,928,681 1.764% 70,900 0.009%

7.2018

年度投资计划

370,945,202 46.982% 13,005,924 1.647% 405,604,587 51.371%

8.2018

年度融资计划

371,121,874 47.004% 12,636,252 1.600% 405,797,587 51.396%

9.

关于续签

《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

议

》、《

物业租赁框架协议

》、《

综合服

务协议

》

的议案

775,869,904 98.267% 13,513,709 1.712% 172,100 0.021%

10.

关于修订

《

非日常经营业务分级

授权管理办法

》

的议案

371,308,374 47.028% 12,546,252 1.589% 405,701,087 51.383%

1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371,039,794 46.993% 12,805,232 1.622% 405,710,687 51.385%

12.

关于聘任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

师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370,426,465 46.916% 13,376,161 1.694% 405,753,087 51.390%

13.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681,225,729 86.280% 107,696,926 13.640% 633,058 0.080%

14.

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

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681,306,029 86.290% 107,621,426 13.631% 628,258 0.079%

（4）B股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

(

股

)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反对

（

股

）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弃权

(

股

)

占该类别有

表决权总股

份数比例

1.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50,148,417 98.126% 4,769,805 1.871% 6,500 0.003%

2.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50,152,817 98.128% 4,765,405 1.869% 6,500 0.003%

3.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250,237,517 98.161% 4,686,705 1.839% 500 0.000%

4.2017

年度财务决 算及

2018

年度 财 务

预算说明

250,228,617 98.158% 4,689,605 1.839% 6,500 0.003%

5.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252,461,595 99.034% 2,425,327 0.951% 37,800 0.015%

6.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49,670,546 97.939% 5,253,676 2.061% 500 0.000%

7.2018

年度投资计划

249,836,645 98.004% 5,083,177 1.994% 4,900 0.002%

8.2018

年度融资计划

249,936,017 98.043% 4,765,805 1.869% 222,900 0.088%

9.

关于续签

《

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

《

物业租赁框架协议

》、《

综合服务协议

》

的议案

249,794,818 97.988% 5,129,404 2.012% 500 0.000%

10.

关于修订

《

非日常经营业务分级授

权管理办法

》

的议案

250,077,117 98.098% 4,842,705 1.900% 4,900 0.002%

1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49,657,537 97.934% 5,262,285 2.064% 4,900 0.002%

12.

关于聘任

2018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师

和内控报告审计师的议案

248,958,908 97.660% 5,965,314 2.340% 500 0.000%

13.

关于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168,154,700 65.962% 86,760,322 34.034% 9,700 0.004%

14.

关于与长安汽车金融有限公司签订

《

金融服务协议

》

的议案

168,143,800 65.958% 86,776,022 34.040% 4,900 0.002%

3、议案十五采用累计投票制补选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议案的表决结果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选举张德勇、张东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董事候选人

表决意见

分类

同意

股数

占该类别有表决权

总股份数比例

张德勇

A

股

2,079,678,758 83.25%

B

股

246,159,010 96.56%

中小股东

362,480,149 45.91%

B

股中小股东

246,159,010 96.56%

总体

2,325,837,768 84.49%

张东军

A

股

2,079,551,241 83.25%

B

股

245,911,710 96.46%

中小股东

362,105,332 45.86%

B

股中小股东

245,911,710 96.46%

总体

2,325,462,951 84.47%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本次股

东大会临时提案的提出时间、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中国长安汽车作

为合并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向公司提出临时提案；临时提案的内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

围，并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公司董事会

收到《临时提案函》后的二日为双休日而无法公告股东大会补充通知，发出《股东大会补充通知》比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要求迟了一日，未对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产生实质影响；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

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关于增加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召开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3、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法律意见书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282� � � � �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2018-043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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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5月18日下午14：30

（2）会议召开地点：石家庄市高新区长江大道289号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陈怀荣先生

（6）会议通知：公司于2018年4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2018-036）。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243,624,7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65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243,580,1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5.64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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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8,1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3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5,803,5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325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4,6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0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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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3,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74％；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6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监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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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3,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74％；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6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吕桂芹为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吕桂芹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简历见附件1）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吕桂芹女士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和监事职务后未买卖公司股票。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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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3,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74％；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6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靳发斌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意选举靳发斌作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简历见附件1）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靳发斌先生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未买卖公司股票。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3,580,1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17％；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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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3,5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2374％；反对44,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762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指派杨志军律师、马昌顺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认为公司2017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河北三和时代律师事务所关于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附件1：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吕桂芹女士，195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在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石家庄

金刚石工具有限公司工作。 1998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曾任本公司董事。 2007年至2018年5月任公司监事

会主席。

吕桂芹女士持有本公司股票48,327,7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04%，未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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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吕桂芹女士与陈怀荣先生、任京建先生、程辉先生、张淑玉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票199,722,531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45.63%，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除此之外，与其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

关联关系。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靳发斌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学历。 1998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1999

年至2010年6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4年4月起至2017年4月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任公司董事。

靳发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4,935,7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3%，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未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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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282� � �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2018-044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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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9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

际出席监事3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监事会

主席吕桂芹女士召集并主持。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书面投票方式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靳发斌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一致（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19日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简历

靳发斌先生，196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MBA学历。 1998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1999

年至2010年6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6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14年4月起至2017年4月任公司董事、总经

理，2017年4月至2018年5月任公司董事。

靳发斌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4,935,76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13%，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均无关联关系，未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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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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