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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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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也无提案被否决或变更。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公司董事会于2018年4月27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发布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并于2018年4月2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发布了本次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2、召开时间：2018年5月18日（周五）下午15：00

� � � 3、召开地点：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会议室（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容桂容里建

丰路 7�号）

4、召开方式：现场会议形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黄冠雄先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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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10,674,1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25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10,673,45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25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2％。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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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0,965,4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00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964,70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00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7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2％。

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10,674,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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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5,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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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二）审议《公司2017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10,674,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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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三）审议《公司2017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10,674,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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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四）审议《公司2017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10,674,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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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五）审议《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0,674,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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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5,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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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六）审议《公司关于续聘公司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0,674,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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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5,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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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七）审议《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10,674,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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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65,4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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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八）审议《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冠雄先生、何国英先生、范小平先生、史捷锋先生、宋琪女士、高明涛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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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8.01选举黄冠雄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黄冠雄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2选举何国英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何国英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3选举范小平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范小平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4选举史捷锋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史捷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5选举宋琪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宋琪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06选举高明涛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高明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九）审议《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石碧先生、Guo� Xin先生、丁海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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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9.01选举石碧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石碧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2选举Guo� Xin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Guo� Xin先生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9.03选举丁海芳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丁海芳女士当选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十）审议《公司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以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叶远璋先生、Wei� Yanxiang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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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0.01选举叶远璋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210,674,1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5,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叶远璋先生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0.02选举Wei� Yanxiang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 210,673,4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20,964,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二分之一以上，已获通过，Wei� Yanxiang先生当选为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事务所为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为韦少辉律师和易文玉律师。 本次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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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为保证公司监事

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5月17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 经与

会职工代表审议，选举卢俊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卢俊彦先生将与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

三年,与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任期相同。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0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1、卢俊彦先生：

卢俊彦：男，1982年生，法国巴黎高等化学学院化学工程硕士，中山大学EMBA。2007年10月加入本公司，

历任业务发展部投资主管、公司子公司英农集团总裁办主任，现为公司采购部副经理。现担任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卢俊彦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卢俊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卢俊彦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卢俊彦先生截至目前持有18,341股德美化工股票，占总股本比例的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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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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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

8日以通讯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星期五）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董事会会议。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冠雄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独立

董事石碧先生因工作原因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本次会议；其余董事亲自出席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经过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全体与会董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逐项审议了

本次董事会的全部议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的议案》。

同意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黄冠雄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任期为三

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

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等四个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成员如下：

1、同意选举黄冠雄先生、史捷锋先生、石碧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董事黄冠雄先生

担任主任委员；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同意选举Guo� Xin先生、石碧先生、黄冠雄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Guo�

Xin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3、同意选举石碧先生、丁海芳女士、何国英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

石碧先生担任主任委员；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4、同意选举丁海芳女士、Guo� Xin先生、宋琪女士为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独立董事丁海

芳女士担任主任委员；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为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 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1、同意聘任下列人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1）同意聘任徐欣公先生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2）同意聘任何国英先生、史捷锋先生、区智明先生、朱闽翀先生、蔡敬侠女士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职务。

（3）同意聘任朱闽翀先生继续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秘书职务。

朱闽翀先生具备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管理、法律、经济等专业知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

人品质，符合担任董事会秘书的要求。 朱闽翀先生已于2008年12月10日取得深圳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4）同意聘任周红艳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公司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任期为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2、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石碧先生、Guo� Xin先生、 丁海芳女士对第六届董事会拟聘任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资料

进行了充分的事前核实并认可，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本次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具备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上市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任职资格，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履行高级管理人员

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提名程序合法、有效。

2、经审查，本次第六届董事会拟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未发现存在下列情形：（1）《公司法》第一

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3、经了解，相关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身体状况确认能够胜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职责要求，

有利于公司未来的发展。

4、我们同意第六届董事会聘任徐欣公先生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同意聘任何国英先生、史捷锋先

生、区智明先生、朱闽翀先生、蔡敬侠女士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同意聘任朱闽翀先生继续担任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秘书职务；同意聘任周红艳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5、 本次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案和提名程序均未发现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刊登于 2018年5月19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

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宏先生继续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职务； 任期为三年，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李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五）会议以9票同意， 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

案》。

同意聘任潘大可女士继续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为三年，与第

六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潘大可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一、第六届董事会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徐欣公先生

徐欣公： 男，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江南大学精细化工专业、南京大学MBA、中欧国

际工商学院EMBA。 2002年加入德美公司，曾任采购中心主任、客户合作部经理、营销部经理、营销中心主

任、采购中心主任、供应链总监等职务。 2011年4月1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聘任为公司副总经

理；2012年6月28日至今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

徐欣公先生还担任明仁精细化工（嘉兴）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美龙环戊烷化工有限公司、广东英农

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德美博士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广东德行四方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德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四川亭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广东小冰火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电子矿石株式会社董事，广东英农农牧有限公司、广东英农食品有限

公司、广东英农休闲农业有限公司、广东英农农业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河北盾烽纺织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

徐欣公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徐欣公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徐欣公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徐欣公先生持有德美化工股票873,600股，持有德美化工持股比例为0.21%。

2、何国英先生

何国英：男，1962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MBA课程结业。 1978年在顺德胜利织衣

厂工作，1987年在容奇工业企业公司任业务员，1988年自主创业， 从事化工材料贸易，1996年与黄冠雄合资

设立顺德精化。 1998年合伙创办本公司前身德美实业，历任公司执行董事、监事、董事、总经理助理、营销负

责人等职务。 现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何国英先生还担任福建省晋江新德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广东德美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广东

英农集团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德怡创展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佛山市顺德区德和恒信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无锡惠山德美化工有限公司、无锡市德美化工技术有限公司、石家庄德美化工有限公司、武

汉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绍兴柯桥德美化工有限公司、汕头市德美实业有限公司、山东德美化工有限公

司、绍兴柯桥德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佛山市顺德区德美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德雄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经理。

何国英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何国英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何国英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何国英先生为公司发起人股东，持有德美化工股票42,353,445股，持有德美化工持股比例为10.10%。

3、史捷锋先生

史捷锋：男，1962年生，美国国籍，博士、博士后。 1993年毕业于美国麻省大学高分子科学与工程系并获

博士学位，1993～1995年于美国克拉克大学化学系高分子与波谱专业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是美国化学

会会员、美国纺织化学家和染料家协会高级会员、美国西格玛赛科学研究会会员，曾任美国化学会特拉州分

会理事，发表专业论文近30篇。 1995年～1999年在美国戈尔公司任公司研发中心高分子技术主管，1999年～

2000年任美国宝立舒公司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 2001年加盟德美实业，任公司研发中心主任，2004年1月被

选举为公司董事。 2015年3月17日至今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史捷锋先生还担任佛山市顺德区德美瓦克有机硅有限公司董事长；广东德美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成都

德美精英化工有限公司、明仁精细化工（嘉兴）有限公司、四川亭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顺德区美

龙环戊烷化工有限公司、濮阳市中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广东英农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德运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浙江德美博士达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广东德行四方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德美科创科技有限公司、湖南

尤特尔生化有限公司、广东德美印尼化工有限公司（Dymatic� Chemicals� Indonesia）董事。

史捷锋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史捷锋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史捷锋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史捷锋先生没有持有德美化工股票。

4、区智明先生

区智明： 男，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山大学EMBA。 1996年6月至今在广东德美精

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先后担任过应用工程师、业务员、市场部秘书、销售管理部部长、管理中心副

主任、运营管理部经理、印花项目经理、成都德美精英化工有限公司经理、项目管理部经理、常务副总助理等

职务。 2010年8月24日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区智明先生还担任广东英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广东英农农牧有限公司、广东英农食品有限公司、广东

英农休闲农业有限公司、广东英农农业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经理。

区智明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区智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区智明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区智明先生持有德美化工股票453,362股，持有德美化工持股比例为0.11%。

5、朱闽翀先生

朱闽翀： 男，1973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 2006年起至2011年担任广东德美精细化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 2011年12月29日，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聘任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助理；2012年6月1日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

朱闽翀先生还担任广东雪莱特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朱闽翀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朱闽翀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朱闽翀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朱闽翀先生持有德美化工股票232,960股，持有德美化工持股比例为0.06%。

朱闽翀先生已于2008年12月10日取得深圳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朱闽翀先生联系方式

如下：电话：0757-28399088；传真：0757-28803001；邮箱：zhumc@dymatic.com。

6、蔡敬侠女士

蔡敬侠： 女，1967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清华大学EMBA。

1989年6月至1997年12月，任深圳市金鹏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1998年至2002年3月，任深圳市华鹏会计师

事务所所长、合伙人；2002年到2006年6月，任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公司总经理助理；2006年7月至2013

年3月，任佛山市顺德区德美化工集团公司财务总监；2013年4月26日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蔡敬侠女士还担任广东顺德焦耳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佛山市顺德区德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德运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经理。

蔡敬侠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蔡敬侠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蔡敬侠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蔡敬侠女士持有德美化工股票536,400股，持有德美化工持股比例为0.13%。

7、周红艳女士

周红艳：女，1964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高级会计师，中山大学MBA。 1995年～2000年任深

圳市建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科长，2000年～2003年5月任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

2003年5月进入公司任财务负责人。 2009年10月22日起至今，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

周红艳女士还担任福建省晋江新德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广东英农集团有限公司、广东英农农牧有限

公司、广东英农食品有限公司、广东英农休闲农业有限公司、广东英农农业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监事。

周红艳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

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周红艳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周红艳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周红艳女士持有德美化工股票893,984股，持有德美化工持股比例为0.21%。

二、其他相关人员简历

1、内审部门负责人简历

李宏：男，1966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吉林大学MBA，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CPA），注

册内部审计师（CIA）。 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南开大学管理系经济管理专业学习，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9年7月至2001年5月，任吉化公司财务部财务主管；2001年5月至2003年，任德美化工实业有限公司财务部

经理；2003年至2006年10月，任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中心副主任；2006年10月-2014年4

月，任佛山市顺德区德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 自2014年4月至今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职务。

李宏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黄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2、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潘大可：女，1979年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 2000年至2005年，任职于广东科龙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 2005年8月进入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在总经办、证券部任职，2007年至今担

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证券部经理。

潘大可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黄冠雄先生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潘大可女士联系方式如下：电话：0757-28399088-316；传真：0757-28803001；邮箱：pandk@dymatic.

com。

证券代码：002054� � � � � � �证券简称：德美化工 公告编号：2018-052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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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8年5月

8日以通讯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于2018年5月18日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六届

监事会监事共同推选Wei� Yanxiang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3人，全体监事全部亲自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经过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公司章程》

等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全体监事充分表达意见的前提下，以书面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了本次监

事会的全部议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会议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的议案》。

同意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Wei� Yanxiang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职务,�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

任期为三年，与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备查文件

1、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德美精细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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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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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5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春兴路50号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15,488,34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72.18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钱新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公司独立董事蒋昌建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石国新先生因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陈童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8年度财务、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17年度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实际薪酬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

10、 议案名称：关于2018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15,488,3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5

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3,383,1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

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8

年度财

务

、

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3,383,1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8

关于

2017

年度公司董事

、

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实际薪酬情况的议

案

3,383,1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9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383,1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

关于

2018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3,383,1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议案5、7、8、9、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2. 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该项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律师：张愫 脱艳丽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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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易德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639� � � �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2018-038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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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议案情况，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8�年 5�月 18�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 5�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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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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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开

始时间 2018�年 5�月 17� 日下午 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 2018� 年 5� 月 18�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本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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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林汝捷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18�年 5�月 15�日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226,965,20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33.6707%。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26,809,2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3.647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56,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31％。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6� 人， 代表股份 42,421,00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6.293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管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通过了如下决议：

1、审议并通过《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226,809,2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 156,

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687%；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2,2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23％；反对 1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7%；弃权 0�股。

2、审议并通过《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226,809,2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 156,

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687%；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2,2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23％；反对 1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7%；弃权 0�股。

3、审议并通过《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226,809,2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 156,

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687%；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2,2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23％；反对 1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7%；弃权 0�股。

4、审议并通过《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26,809,2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 156,

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687%；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2,2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23％；反对 1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7%；弃权 0�股。

5、审议并通过《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为：赞成 226,809,2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 156,

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687%；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2,2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23％；反对 1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7%；弃权 0�股。

6、审议并通过《关于聘请 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26,809,2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 156,

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687%；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2,2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23％；反对 1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7%；弃权 0�股。

7、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26,809,2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9.9313%；反对 156,

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687%；弃权 0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42,2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23％；反对 1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77%；弃权 0�股。

8、审议并通过《关于为 OES�公司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4,817,000� 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96.8631%；反对 156,

000�股,占本次会议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3.1369%；弃权 0股。 关联股东林汝捷先生、郑志树

先生、陈存忠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605,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9.5007％；反对 156,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0.4993%；弃权 0�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王维律师、 沈晓彤律师予以见证， 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5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