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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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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6月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

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80,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67）；

公司于2017年7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增加人民币59,99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

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山东步

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79）；

公司于2017年9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人民币20,00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

限自公司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关

于增加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92）。

公司于2017年11月21日， 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6,0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107）

公司于2018年1月4日， 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5,2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03）

公司于2018年4月23日，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中的6,4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 《关于提前归还部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19）

根据现阶段募投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需求，2018年5月18日，公司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

资金中的62,4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告知保荐机构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截至目前已累计归还80,000.00万元，其余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将在到期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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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拟对外投资补充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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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步长制药” ）于2018年5月17日发布《拟对外投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33），现将有关情况补充披露如下：

一、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本次拟收购股权并进行投资事项，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对投资标的辽宁九洲龙跃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洲龙跃” ）进行评估。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于2018年1月18日出具的《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辽宁九

洲龙跃药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并进行增资涉及的辽宁九洲龙跃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

告》（沪众评报字（2018）第0246号），以2017年10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评估结果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

经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辽宁九洲龙跃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46,099,033.17元，评估价

值10,911,546.75元，评估增值57,010,579.92元，增值率123.67%（具体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元

资产类型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流动资产 7,349.11 7,549.68 200.57 2.73

固定资产净额 6,884.42 8,569.06 1,684.64 24.47

在建工程净额 71.67 71.67

无形资产净额 2,617.01 6,458.94 3,841.93 146.81

其他非流动资产 426.58 426.58

资产合计 17,348.78 23,075.91 5,727.13 33.01

流动负债 18,528.32 18,554.40 26.08 0.14

非流动负债 3,430.36 3,430.36

负债合计 21,958.68 21,984.76 26.08 0.12

股东全部权益 -4,609.90 1,091.15 5,701.05 123.67

注：无形资产评估增值3,841.93万元，增值率146.81%，增值主要原因：

①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713.87万元，增值率27.28%，增值主要原因：企业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时间较早，宗

地周边基础设施条件的持续改善，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上涨，致使地价评估增值。

②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增值3,128.05万元，增值主要原因：本次评估将账面未反映的专利（发明专利、实用

新型专利及外观设计专利）、药品再注册批件（药号）及注册商标资产纳入评估范围致使评估增值。

2、收益法评估结果

九洲龙跃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人民币31,500.00万元 (人民币大写： 叁亿壹仟伍佰万元

整)。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增值36,109.90万元，增值率783.31%。收益法评估的主要依据及参数如下：

项目\年份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以后年度

氯化钠注射液增长率

（销售数量）

2.18% 650% 120% 50% 35% 0%

氯化钠注射液

销售单价（元/袋）

3.20 3.20 3.20 3.20 3.20 3.2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销售数量）

5912% 500% 100% 50% 50% 0%

葡萄糖氯化钠注射液

销售单价（元/袋）

4.18 4.18 4.18 4.18 4.18 4.18

葡萄糖注射液增长率

（销售数量）

400% 150% 100% 50% 30% 0%

葡萄糖注射液

销售单价（元/袋）

3.36 3.30 3.30 3.30 3.30 3.30

营业收入（万元） 779.95 5,570.60 12,222.88 18,334.32 24,745.11 24,745.11

营业收入增长率 10.85% 614.22% 119.42% 50.00% 34.97% 0.00%

毛利率 17.86% 43.33% 55.49% 59.09% 68.33% 68.33%

营业费用率 2.07% 1.85% 1.30% 1.09% 1.00% 1.00%

管理费用率 91.64% 26.13% 16.69% 12.84% 11.54% 11.54%

财务费用金额

（万元）

735.88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750.00

净利润金额（万） -1,514.36 -601.56 1,945.01 4,379.58 8,445.49 8,445.49

净利润增长率 2.19% 60.28% 423.33% 125.17% 92.84% 0.00%

企业自由现金流 779.24 -5,601.29 -3,031.94 -87.84 5,331.08 9,007.29

折现率 12.40% 12.40% 12.40% 12.40% 12.40% 12.40%

九州龙跃具备3条生产线，目前只有一条生产线单班在生产，预计2018年市场将有大幅增长，3条生产线

同时3班倒，产能可以达到2017年的9倍左右。营业收入预计增长614.22%。

3、评估方法的确定

鉴于本次评估目的，收益法评估结论能够客观、合理地反映评估对象的内在价值，故本次以收益法的评

估结果作为辽宁九洲龙跃药业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的最终评估结论。

二、投资目的

九洲龙跃位于本溪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经营业务为大容量注射剂(聚丙烯共混输液软袋)生产。该公

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2014年7月24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核发的药品GMP证书，认证范围：大

容量注射剂(聚丙烯共混输液软袋)。九洲龙跃在中国境内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的专

利权共计13项。“聚丙烯共混输液软袋” 相较于聚丙烯输液瓶和多层共挤输液软袋具有焊接点少、渗漏少、

无需导入空气等优点。

步长制药在注射液领域拥有丹红注射液、谷红注射液、灯盏花素氯化钠注射液、参芎葡萄糖注射液、复

方脑肽节苷脂注射液、复方曲肽注射液等产品，注射液业务发展较快，目前尚未在大输液领域布局，为了实

现大输液产品（产品+包装）在全国的布局，故拟对大输液领域的市场进行投资。

九洲龙跃现有业务在大输液方面的优势将有助于公司在大输液领域进行战略布局，并提供大输液包装

袋的技术支持，收购成功后有利于公司在国内大输液领域的战略布局，并与公司目前在中西药注射液的优

势进行联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三、交易对方的情况

（一）、交易对方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九洲龙跃实际控制人赵庆峰、毕春莲控制的其他企业有2家，具体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本溪九洲龙跃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500561368200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庆峰

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09月14日

住所：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神农大街49号

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范围：药品及生物药品的研发、技术转让；药用包装材料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转让；医用净化设

备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转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情况：赵庆峰认缴出资45万元，持股90%；毕春莲认缴出资5万元，持股10%。

企业名称：本溪世纪图腾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50069940741XU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润翀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01月04日

住所：本溪经济技术开发区神农大街18号

登记状态：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企业形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策划、会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图文

制作；日用百货、家用电器、五金交电、电子产品、文体用品、打印设备、电脑耗材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情况：毕春莲认缴出资10万元，持股100%。

（二）、交易对方最近三年的职业和职务等基本情况：

姓名 公司 持股情况 任职情况

赵庆峰

辽宁九洲龙跃药业有限公司 99.20% 执行董事、总经理

本溪九洲龙跃生物科技研发有限公司 90.00% 执行董事、总经理

毕春莲最近三年除在上述公司出资作为股东以外，未在其他单位担任职务。

四、未来的工作安排

截止本公告日，根据董事会相关决议，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文件并全权办理本次投资行为

的相关事宜。在未签署正式协议前，公司董事长可与交易对方进行谈判，本次投资成功与否取决于双方沟通

和价值判断。

公司尚未签订正式协议，最终达成的协议及协议的实施将与有关方进一步协商，以协商结果为准。本次

投资的后续工作安排与进展情况，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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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5月18日，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选举谢侃如、周凤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周旺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选举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4月26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同日，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选举谢侃如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一、第三届监事会成员组成

非职工代表监事：谢侃如（主席）、周凤辉

职工代表监事：周旺

二、第三届监事会任期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算。

三、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谢侃如、周凤辉由第二届监事会提名作为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经公司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选举担任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周旺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提名作为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

监事候选人并经公司职工代表会选举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谢侃如、周凤辉、周旺最近二年

内均未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

事人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和“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的规定。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监

事的任职资格条件。

本次换届选举完成后，张炳辉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公司为其在担任上市公司监事期间做出的

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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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8年5月18日，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李建湘、

金炯、黄嘉辉、李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郑云鹰、杨中硕、张红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同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各专门委员会的议案》等议案，选举李建湘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并选举确认各专门委员会主任

委员、委员。

一、第三届董事会成员组成

李建湘、金炯、黄嘉辉、李江、郑云鹰（独立董事）、杨中硕（独立董事）、张红（独立董事）。

二、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决议生效之日起算。

三、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

职资格条件；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担任上市

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条件。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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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袁鸽成先生、李韩冰先生、徐仲南先生均曾担任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在公司连续任职独立董事均已满六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证监发[2001]102�号）、《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2017�年修订）的规定，本次董事会换

届选举不再被提名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袁鸽成先生、李韩冰先生、徐仲南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对其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期间的勤勉尽职和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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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5�月 1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

财务总监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聘任以上高级管

理人员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 5�月 19�日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第三届董事会同意聘任金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宾建存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意聘任陈华

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丁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均为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上述人员的简历请见附件。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宜的任职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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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广东和胜工业铝材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且在禁入期的情况；其任职资格合法，聘任程序合规。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附：个人简历

金炯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1991年10月至1998年12月在中山市光

华铜铝制品厂担任副厂长；1999年1月至2003年8月在中山市金鸣数控技术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03年9月

至2005年4月在中山市和胜铝制品厂担任副厂长；2005年4月年至2008年12月在中山市金胜铝业有限公司担

任董事长兼总经理；2008年12月至2012年5月在中山市金胜铝业有限公司担任董事；2012年5月至今在广东和

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兼总经理。

金炯先生持有本公司19,805,298股普通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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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宾建存先生：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大专学历。1978年

元月至1983年12月在湘潭市永红互感器厂学徒、员工；1984年元月至1989年8月在湘潭市永红互感器厂担任

厂长；1989年9月至1998年11月在湘潭市焊接设备厂担任厂长；1998年12月至2006年7月在中山市三乡镇合益

模具五金厂担任厂长；2006年8月至2011年3月在中山市卓益精铝制品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1年4月至

2012年5月在中山市金胜铝业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2012年5月至今在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担

任副总经理。

宾建存先生持有本公司8,310,028股普通股，是公司董事李建湘之姐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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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

的情形。

陈华平：男，1966年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学历。1988年8月至1990年8月曾任华南理工大学科技

开发公司业务员；1990年9月至1993年3月曾在华南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习；1993年4月至2004年12月曾任

中山中粤马口铁工业有限公司财务主管、财务部副经理、财务部经理等职；2004年11月至2006年11月参加美

国管理技术大学MBA学习，2006年11月至2010年8月曾任安姆科软包装（中山）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2年2

月至2015年6月曾任广东汉唐量子科技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7月至2017年8月曾任珠海三樱日用品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2017年10月至今任职广东和胜工业铝型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陈华平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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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丁亮先生：1983年5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2005年6月至2008月12月曾任中山市金胜铝业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行政人事主任；2008年12月至2012年5月曾任中山市金胜铝业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2年5月至2017年9月任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7年9月至今任广东和胜工业

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丁亮先生不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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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规定的情形。

广东和胜工业铝型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本人作为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以及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客观判断

的原则，现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同意聘任金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同意聘任宾建存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同

意聘任陈华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同意聘任丁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均为三年，自本

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经认真审阅相关资料，我们认为相关审议、表决程序规范合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有关

规定；上述人员具备履职所需的任职条件和工作经验，不存在《中华人民和国公司法》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尚在禁入期或被深圳证券交易所

惩戒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时为止。

独立董事：郑云鹰 杨中硕 张红

2018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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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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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5月18日

以口头、 电话等方式临时发出通知， 并于5月18日在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谢侃如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谢侃如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

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表决结果：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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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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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5月18日

以口头、 电话等方式临时发出通知， 并于5月18日在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李建湘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李建湘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金炯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宾建存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华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丁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徐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徐徐女士简历后附。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经理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陈永海先生为公司审计部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陈永海先生简历后附。

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选举李建湘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金炯先生、郑云鹰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董事会同意选举杨中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嘉辉先生、郑云鹰先生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董事会同意选举张红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江先生、杨中硕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董事会同意选举郑云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红女士、金炯先生为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

以上表决情况：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结果：通过。

独立董事对上述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情见同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

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详见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董事会秘书丁亮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徐徐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 0760-86893888-856

传真： 0760-86283580

邮箱： zqb@hoshion.com

地址：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5号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附：个人简历

徐徐女士：1982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无永久境外居留权。2017年2月起任职于公司法务

部，2017年10月至今任广东和胜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徐徐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证书编号：2018-4A-4529）,其任职资格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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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关于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条件的规定。

徐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为公司高管宾建存先生其子之配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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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

陈永海先生：1971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1996年8月至2004年6月任广西冶金建设公司深圳公

司会计；2004年7月至2007年6月任东莞家具厂财务经理；2007年6月至2010年3月任广州广田电子公司财务经

理；2010年3月至2010年9月任雅居乐地产公司财务主管；2010年11月至2013年2月任中山榄菊集团公司审计

主任；2013年2月至今任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

陈永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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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具备履行相应职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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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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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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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8年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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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5号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综

合办公大楼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建湘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代表人）共10人，代表股份134,734,52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4.8525％。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共10人，合计持有股份 134,734,527�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74.8525％。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0.00%。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1,171,19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206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1,171,19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2062％。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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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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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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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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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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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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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18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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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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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69,57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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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36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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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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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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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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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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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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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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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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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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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关于公司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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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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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李建湘

总:� 134,734,527股

中小:� 11,171,199股

表决结果：当选。

11.02金炯

总:� 134,734,527股

中小:� 11,171,199股

表决结果：当选。

11.03黄嘉辉

总:� 134,734,527股

中小:� 11,171,199股

表决结果：当选。

11.04李江

总:� 134,734,527股

中小:� 11,171,199股

表决结果：当选。

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1�郑云鹰

总:� 134,734,527股

中小:� 11,171,199股

表决结果：当选。

12.02�杨中硕

总:� 134,734,527股

中小:� 11,171,199股

表决结果：当选。

12.03�张红

总:� 134,734,527股

中小:� 11,171,199股

表决结果：当选。

1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3.01�谢侃如

总:� 134,734,527股

中小:� 11,171,199股

表决结果：当选。

13.02�周凤辉

总:� 134,734,527股

中小:� 11,171,199股

表决结果：当选。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9日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称“本所” ）接受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的

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称“本次股东大会” ），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

进行见证。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称

“《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

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有关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律

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起予以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资料和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决定于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14:30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2．公司董事会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向公司股东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了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出席会议对象、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及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事项，并

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8日9:30－11:30，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8年5月17日15:00至2018年5月18日15:00期

间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地点：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前陇工业区美源路5号广东和胜工业铝材股份有限公司综合办公

大楼

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及其他事项与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本所律师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

1．根据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

表共10人，代表公司股份数134,734,5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4.8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2．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等相关公告文件，公司股东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

票。关联股东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就公告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以现场投票方式进行了逐项表决，按规定指定的

股东代表、监事和本所律师对现场投票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表决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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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决结果。

公司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734,527股，其中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71,199股，其中同意11,

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2.《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734,527股，其中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71,199股，其中同意11,

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3.《关于公司2017年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734,527股，其中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71,199股，其中同意11,

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4.《关于公司2018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734,527股，其中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71,199股，其中同意11,

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5.《关于公司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69,571股，其中同意1,369,571股，占参加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股，其中同意369,800股，

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反对0股， 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6.《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734,527股，其中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71,199股，其中同意11,

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7.《关于公司2018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734,527股，其中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71,199股，其中同意11,

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8.《关于公司2018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734,527股，其中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71,199股，其中同意11,

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9.《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734,527股，其中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71,199股，其中同意11,

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10.《关于公司续聘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参加该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34,734,527股，其中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参加该议案表决的中小投资者股东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1,171,199股，其中同意11,

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反对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

股份的0.00%；弃权0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0.00%。

11.《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1�李建湘

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11.2金炯

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11.3黄嘉辉

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11.4�李江

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12.《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2.1郑云鹰

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12.2�杨中硕

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12.3张红

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13.《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3.1谢侃如

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13.2周凤辉

表决结果：同意134,734,527股，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

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同意11,171,199股，占参加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的100.00%。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负责人： 经办律师：

马卓檀 陈本荣

贺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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