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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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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9月17日（周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6日（周一）至2019年9月17日（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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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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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6

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17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东城区东源路33号岭南股份十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尹洪卫先生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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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559,147,535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6.374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0人，代表股份557,532,8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6.2698％。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614,68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5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姚

继伟律师及谢希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审议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尹洪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08,5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67,7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92%。 尹洪

卫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1.02�选举闫冠宇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08,5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67,7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92%。 闫冠

宇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1.03�选举王宇彪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08,5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67,7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92%。 王宇

彪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1.04�选举秦国权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08,5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67,7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92%。 秦国

权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1.05�选举张平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08,5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67,7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92%。 张平

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1.06�选举杨敏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08,5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67,7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92%。 杨敏

当选为非独立董事。

2.�审议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黄雷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37,0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96,2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1%。 黄雷

当选为独立董事。

2.02�选举云武俊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37,0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96,2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1%。 云武

俊当选为独立董事。

2.03�选举陈建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37,0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96,2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1%。 陈建

华当选为独立董事。

3.�审议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选举马秀梅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37,0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1%；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96,2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21%。 马秀

梅当选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3.02�选举胡诗涵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559,108,536票，占参加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0%；其

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667,795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92%。 胡诗

涵当选为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薪酬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59,147,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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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706,7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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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薪酬津贴的议案》。

同意559,147,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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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706,7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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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审议通过了《关于对项目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以特别决议案审议通过，由出席

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2/3以上审议通过。

同意559,147,5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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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2,706,7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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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出具的见证意见

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姚继伟律师及谢希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是：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合（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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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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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岭南股份”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于2019

年9月1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2019年9月17日在公司十楼会议室以现场及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全体董事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尹洪卫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书面记名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

事长的议案》。

会议同意选举尹洪卫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闫冠宇先生、王宇彪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

际情况，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经选举，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及委员会成员具体名单如下：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 委员会成员

战略委员会 尹洪卫 尹洪卫、杨敏、陈建华

提名委员会 云武俊 云武俊、尹洪卫、黄雷

审计委员会 黄雷 黄雷、王宇彪、云武俊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陈建华 陈建华、闫冠宇、云武俊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总裁、副总裁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董事长兼总裁尹洪卫先生提名，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同意聘任黎惠勤先生为公司执行总裁，秦国权先生、刘勇先生、张友

铭先生、张平先生、黄锦阶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届满。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尹洪卫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议， 同意聘任刘玉平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五、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经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尹洪卫先生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议， 同意聘任张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张平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董秘任职资格已获深圳证券交

易所无异议审核通过，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0769-22500085

传真：0769-22492600

电子邮箱：ln@lingnan.cn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源路33号岭南股份8楼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六、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相关法规及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规定，经审计委员会的审议，同意聘任宋智慧女士

为公司内审部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七、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同意聘任廖敏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聘任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届满。 廖敏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联系电话：0769-22500085

传真：0769-22492600

电子邮箱：ln@lingnan.cn

联系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东源路33号岭南股份8楼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附件：

1.尹洪卫：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5年生，高级环境艺术师。毕业于惠州大学，现任公

司董事长，东莞民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世界莞商联合会第二届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中

国企业家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理事，东莞市政协常委。 先后获得“全国优秀企业家” 、“中国优秀民

营企业家” 、“中国园林绿化行业优秀企业家” 、“广东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

“杰出莞商” 等称号。

尹洪卫持有公司543,167,711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35.34%，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

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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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2.闫冠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9年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武汉大学，历任中

国灌溉排水发展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 现任公司副董事长。

闫冠宇持有公司608,25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04%，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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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3.王宇彪：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8年生，物理、管理双学位，客座教授，先后在国有

银行担任高管、在金融监管部门、银行业协会担任秘书长、在超大型国有高科技企业集团担任高

管等，兼任深圳市南山区首席金融安全顾问，深圳城市开发投资学会高级顾问，深银协银行业公

共关系专业委员会、银行业银团贷款专业委员会委员，深圳仲裁委员会、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

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员、纪律委员等。历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金融投资板块总裁。

王宇彪持有公司42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03%，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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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4.�秦国权：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6年生，高级园林工程师，毕业于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本科学历。 历任岭南股份工程部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现任岭南股份董事、副总裁，广东

省风景园林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副会长，广东省风景园林与生态景观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大

学城市设计学院兼职教授，中国共产党东城街道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 2015年东莞东城区文化

中心扩建园林景观工程和东城体育公园园林景观工程荣获 “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金奖；

2015-2016年管理建设安徽省首家国家级生态公园一一合肥市官亭生态公园， 管理建设蜀山区

312国道示范段景观工程荣获“广东省风景园林学会” 优良样板工程金奖。

秦国权持有公司10,761,388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70%，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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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管的条

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5.张平：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9年生，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历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深圳市瑞华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长助理及深圳市海雅商业股份有限公司营运部经理、证券事务代

表。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张平持有公司15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01%，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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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管的条件，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6.�杨敏：女,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7年生,硕士学位。 毕业于长春工业大学,长江EMBA,

曾任清科集团副总裁、北京亿库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总裁、北京盛德恒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

任清科集团管理合伙人、岭南股份董事、江苏苏博生物医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北京三好互动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车主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青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和麦

禾国际教育科技(北京)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杨敏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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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的有关规定。

7.�云武俊：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55年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企业法律顾问，毕

业于暨南大学。曾任广东省粮油进出口公司审计企管部经理、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总会计师。 2015年5月退休后曾服务于广州华立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金中天集团有

限公司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和任职岭南股份独立董事。

云武俊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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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云武俊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8.�陈建华：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3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博士，教授。曾为深

圳大学金融学系创办人之一，兼任神州高铁（000008）、中集集团财务公司、摩根士丹利中国基金

公司独立董事等。 现任深圳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深圳大学国际金融研究

所所长，深圳大学金融学(国家一级学科)科点负责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中

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理事等。在人民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等出版专著、编

著、译著和教材十余部，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六项，于《经济研究》《经济学态》《世界经济论

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学术专论数十篇。

陈建华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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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陈建华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9.�黄雷：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4年生。 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 毕业于郑州航空工

业管理学院。 历任深圳中航集团二级公司财务经理、中国天楹（000035）财务总监、海王生物

（000078） 财务总监及审计总监、 深圳市千瑞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 兼任新宙邦

（300037）独立董事等。 现任深圳市朗奥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

黄雷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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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 黄雷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10．黎惠勤：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66年生，研究生。 历任东莞市南城街道调研员

（非领导职务），东莞市南城街道党委书记，东莞市厚街镇委党委书记，东莞市大岭山镇委党委书

记，东莞市大岭山镇委、镇政府副书记、镇长等。 现任公司执行总裁。

黎惠勤持有公司股份37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2%。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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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条件，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11.刘勇：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6年生，本科学历，园林高级工程师。 毕业于仲恺农

业工程学院观赏园艺专业，历任江门市花木公司副总经理、岭南建设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董

事，现任公司副总裁。 主持完成的中国（济南）第七届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东莞园项目获全国综

合金奖及室外展园设计、施工、建筑小品、植物配置四项单项大奖，参与完成的东莞市寮步市民广

场园林景观工程项目获得中国风景园林学会“优秀园林绿化工程” 金奖；荣获中国风景园林学会

工程分会评选的“2010年度优秀项目经理” ，2016荣获广东园林学会颁发的“2013-2016年先进个

人” 奖，2017年被评为广东省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员标兵” 等。

刘勇持有公司11,374,034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74%，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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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条件，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12.�张友铭，男，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0年生，本科学历，助理工程师。毕业于茂名学院

建筑水电设备专业，历任广州市方直环境艺术有限公司工程第一分公司经理、佛山市泉晖道路工

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片区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裁。

张友铭持有公司520,252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03%，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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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条件，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13. 黄锦阶： 男， 中国国籍， 无境外居留权，1973年生， 本科学历， 学士学位， 历任麦芽

（MyHR100）科技有限公司CEO， IBM� GBS(全球咨询服务部)� TSD（方案总监）等。现任公司副

总裁。

黄锦阶持有公司150,000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01%，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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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条件，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14．刘玉平，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生。 毕业于西南大学（原西南农业大

学）会计学专业，本科，中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公司计财中心总经理、计财中心副总

经理、财务经理，广东中诚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等。 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刘玉平持有公司570,746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0.04%，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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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高管的条件，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15.�宋智慧，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年生。 毕业于中南大学会计学专业，研究

生，曾任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计财中心副总经理。

宋智慧持有公司股份11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0.01%，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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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

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16.廖敏，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0年生。 毕业于湖南大学，本科，持有深圳证券

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历任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证券事务副经理，曾就职于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廖敏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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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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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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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9

月12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9月17日（周二）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监

事3人，实际参加监事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吴奕涛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全体监事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会议同意选举吴奕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七日

附件：

吴奕涛：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生。 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工程专业，获

农学士学位。历任东莞市岭南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设计室景观设计师、东莞市岭南园林建设有限公

司设计室主管、东莞市岭南园林建设有限公司设计室主任，现任岭南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东莞院院

长、公司监事会主席。

吴奕涛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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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监事的条件，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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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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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1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胶州市铺集镇东部工业区，青岛汇金通电力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四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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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6,65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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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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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刘凯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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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出席7人，其中董事张星先生、张连辉先生、独立董事黄镔先

生、王书桐先生、付永领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梁庭波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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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50,169 99.9989 1,000 0.0011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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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50,169 99.9989 1,000 0.0011 0 0

3、议案名称：《关于调整董事、监事2019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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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650,169 99.9989 1,000 0.001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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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关于修订〈青岛汇金通电力设

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7,938,000 99.9874 1,000 0.0126 0 0

3

《关于调整董事、 监事2019年度

薪酬方案的议案》

7,938,000 99.9874 1,000 0.0126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一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其余议案为普

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参与现场和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恩颖、丁伟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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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青岛汇金通电力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8日

股票代码：000068� � �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2019-45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框架性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仅为投资意向性文件，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

确定性。 本协议所涉投资事项，双方后续将另行签订具体的合同进行约定。

2、本框架性协议的签订对公司2019年度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3、 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

《合作框架性协议》，目前该协议正常履行中，尚未签署正式合同文件。

一、框架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2019年9月12日，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七台河市人

民政府在七台河市签订了《投资框架性协议》。 七台河市人民政府通过招商引资的

形式，引入公司及子公司投资建设年产3万吨的石墨深加工项目。

本次签订的框架协议仅为初步接触意向性文件，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项明确后，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二、框架协议当事人情况

1、签约方基本情况

当事人：七台河市人民政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12309000018183064

地址：七台河市桃山区大同街45号

2、关联方关系：公司与七台河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3、签署时间：双方于2019年9月12日在黑龙江省七台河市签署项目投资框架性协

议。

三、框架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大力发展地区经济，合作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实现双赢的原则，七台河市政府

经招商引进公司及子公司在其区域内投资石墨深加工项目， 希望以此次签约为契

机，进一步探索更多合作领域，实现互惠共赢的局面。 经过认真考察和多次磋商，双

方达成以下框架协议：

1、项目名称：3万吨/年石墨深加工项目；

2、主要产品：天然石墨类负极材料、人造石墨类负极材料、高容量负极材料等；

3、项目选址及占地规模需求：项目选址拟在七台河新材料产业园；

4、项目投资额度及进度：具体投资金额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另行协商并签署书面

协议进行约定。

四、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七台河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框架协议书》，旨在与七台河市政府共同寻

求发展契合点，进一步搭建合作桥梁，拓展公司新业务，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促

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本协议的签订对公司2019年度业绩暂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并依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重大风险提示

（一）本协议仅为投资框架协议，具体事宜还需经过双方进一步商洽并签订正式

合同文件，具体的合作内容、合作规模或金额等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协议约定的投资事项的合作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三）本协议不涉及具体项目和金额，双方具体合作项目与金额以后续实际合作

中签署的各项正式合同为准，暂时无法预计本协议对公司经营业绩的影响。 敬请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于2019年4月18日与控股股东深圳市华融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

《合作框架性协议》，目前协议正常履行中，尚未签署正式合同文件。

2、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赛格股份有限公司及深圳市赛格集团有限公司在

本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公告了减持计划实施情况，详见公司2019年7月23日、8月30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公告》

（2019-35）、《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后持股比例低于 5%的提示性公告》

（2019-44）。 除上述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外，公司尚未收到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

未来三个月内的股份减持计划。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0597� � � �证券简称：东北制药 公告编号：2019-088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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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9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已获2019年9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现将权

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19年9月12

日召开的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2019年9月16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

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9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公司以2019年6月30日总股本607,199,

083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4.9股，共计转增股数297,527,

551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904,726,634股（具体股数以实施完毕后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的股数为准）。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 ）确认：本公司以总股本607,199,081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4.9股， 共计转增股数297,527,549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904,726,

630股。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结果，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607,199,081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904,726,630股。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9月23日， 除权除息日为：2019年9月24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9年9月23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次所送（转）股于2019年9月24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

程中产生的不足1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1股

（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

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六、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2019年9月24日。

七、股份变动情况表

按照截至2019年6月30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进行权益分派， 则本次实施权益

分派后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如下：

本次变动前

本次转增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58,720,505 9.67% 28,773,047 87,491,419 9.67%

无限售条件股份 548,478,576 90.33% 268,754,502 817,235,211 90.33%

总股本 607,199,081 297,527,549 904,726,630

注：最终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的

股本结构为准。

八、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2019年6月30日最新总股本摊薄计算，2019年半年

度，每股净收益为0.1315元。

九、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昆明湖街8号

咨询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24-25806963

传真电话：024-25806400

十、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3.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9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90� � � �证券简称：万安科技 公告编号：2019-080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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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召集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7日（星期二）下午14：30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锋先生

4、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技术中心五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代理人为7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3,416,448股；根据网络投票统计结果，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2名，代表股份5,100股，合计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9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3,421,548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59.0896％。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3,421,548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59.08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3,416,448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59.088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00股，占公

司总股份的0.00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3,440,848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13.226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3,435,748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13.225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100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0.0011％。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83,421,5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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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40,84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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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劳正中、陈佳荣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万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9月17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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