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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公司名称及经营范围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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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福建雪人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的通知，根据经营业务发展需要，全资子公司已对其企业名称和经营范围

进行了变更，并于近日取得了福州市长乐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以下

是全资子公司变更前后的主要信息：

变更前 变更后

名称 福建雪人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福建雪人震巽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1820523035728 913501820523035728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里仁工业区 福州市长乐区航城街道里仁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 林明 林明

注册资本 伍仟万元人民币 伍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2年08月09日 2012年08月09日

营业期限 至2032年08月08日 至2032年08月08日

经营范围

新型、高效、节能压缩机及压缩机组、空调机组和热

泵机组、冷冻冷藏制冷设备、换热器、制冰设备、工艺

冷水设备、 气体膨胀机、 压缩机和制冷设备相关配

件、辅助设备和机电设备的技术咨询、销售、维修服

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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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高效、节能压缩机及压缩机组、空调机组和热泵

机组、冷冻冷藏制冷设备、换热器、制冰设备、工艺冷

水设备、气体膨胀机、压缩机和制冷设备相关配件、辅

助设备和机电设备的技术咨询、销售、维修服务；自营

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其他未列明的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其

他未列明零售业； 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五

金产品批发；其他未列明批发业；机械工程研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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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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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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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控股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被动减持前，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信息披露义务人” ） 持有公司股份36,

860.8328万股（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32%。 其累计质押（含冻

结）股份23,110.624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62.70%，占公司总股本的25.28%；其

中，冻结股份9,800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26.59%，占公司总股本的10.72%。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减持计划,公司于2020年3月13日披露了《控股股

东被动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0-011）。 近日，公司收到信息披露义务

人通知，截至2020年3月31日，华融证券已累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信息披露义

务人所持公司股份757.358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284%。 信息披露义务人预计其

下一步减持仍按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执行。

同时，公司也对照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交易统计数据，和上述情况

一致。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限公司 5%以上第一大股东 368,608,328 40.32%

协议转让取得：32,930,306股

非公开发行取得：335,678,022

股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原因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实际减持过半时间为3月20日（截至当日累计减持5,149,7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0.5633%）， 经公司提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4月1日将有关减持进展情况告知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

（元/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

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

限公司

7,573,580 0.8284%

2020/3/6 ～

2020/3/31

集中竞价交易 7.46-10.60 65,362,840 361,034,748 39.49%

注：公司已在减持计划公告里说明，不排除相关债权人在减持计划披露后的15

个交易日内减持质押股份的可能。对于后续4月1日至4月3日（同样处于减持计划披

露后15个交易日内），同样不排除相关债权人继续减持质押股份的可能。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大股东或董监高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

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目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被动减持股份的实施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

一致。

公司将继续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

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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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发[2017]2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股

票减持，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减持期间内，上述股东

的相关债权人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继续实施减持计划，存在

一定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特此公告。

西藏珠峰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677� � � �证券简称：奇精机械 公告编号：2020-023

转债代码：113524� � � �转债简称：奇精转债

转股代码：191524� � � �转股简称：奇精转股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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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转股情况：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共有5,000元奇精转债转换

为公司A股股票，转股股数为343股。 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已有48,000元奇精转

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累计转股股数为3,293股，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

股份总额的0.0017%。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奇精转债金额为人民

币329,952,000元，占奇精转债发行总量的99.9855%。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核准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237号）核准，奇精机械股份有限 公

司（以下简称“奇精机械” 或“公司” ）于2018年12月14日公开发行了330万张可转

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3.3亿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3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3.30亿元可

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1月7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奇精 转债” ，债券

代码“113524” 。

（三）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有关规定和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

该次发行的 “奇精转债” 自2019年6月21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 转股代码

“191524” ，初始转股价格为14.76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4.56元/股。

公司于2019年5月31日实施完成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奇精转债的转股价格

由14.76元/股调整为14.5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的《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奇精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奇精转债转股期为2019年6月21日起至2024年12月13日

止。

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 共有5,000元奇精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

票，转股股数为343股。 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已有48,000元奇精转债转换为公司

A股股票， 累计转股股数为3,293股， 占本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017%；尚未转股的奇精转债金额为人民币329,952,000元，占奇精转债发行总量的

99.9855%。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注2）

（2020年1月21日）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0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521,408 0 1,521,408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92,128,058 343 192,128,401

总股本 193,649,466 343 193,649,809

股本变动情况说明：

1、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2月4日期间， 共有0元奇精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

转股股数为0股。

2、公司于2020年1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披露《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

市流通公告》（公告编号：2020-007）。公司股东宁波奇精控股有限公司、汪永琪、汪

兴琪、张良川、汪伟东、汪东敏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合计135,031,680股于2020

年2月6日上市流通。 变动前数据按照本次公告中的流通上市后数据填写，此处的无

限售条件股含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股份。

3、2020年2月5日， 共有5,000元奇精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 转股股数为343

股。

4、2020年2月6日至2020年3月31日期间，共有0元奇精转债转换为公司A股股票，

转股股数为0股。

四、其他

联系部门：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0574-65310999

咨询邮箱：IR@qijing-m.com

特此公告。

奇精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04月02日

证券代码：603797� � �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0-028

转债代码：113526� �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转股代码：191526� � � �转股简称：联泰转股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银行

融资提供关联担保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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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担保人：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一

黄建勲先生。

● 过去12个月，公司接受黄建勲先生提供的担保的金额为0.6亿元（包括

本次担保金额），截止目前黄建勳先生累计提供担保余额为13.95亿元（包括本

次担保金额），无逾期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黄建勳先生为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头

分行（下称“光大银行汕头分行” ）申请借款1000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一、关联担保概述

2020年3月31日， 黄建勲先生与光大银行汕头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公司向光大银行汕头分行申请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合同最高担保金

额1,000.00万元。

截至本次担保为止，过去12个月内黄建勲先生为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提供

的关联担保金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以上。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黄建勲先生是本公司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截至公告披露日，黄建勲先生无偿为公司及公司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累计

金额为139,500万元。

三、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因日常经营需要，向光大银行汕头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黄建

勲先生为公司本次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担保金额1,000万元。 担保情况

见下表：

单位：万元

类别 关联方

授权有效期内担保

总额

授权有效期内实际发

生担保金额

截止公告披露日，关联方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仍处于协议有效期的累计金额（包括本次担

保合同金额）

接受关联人提供融

资担保

黄建勲 100,000 6,000 139,500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担保事项是根据金融机构的要求发生的正常担保行为，实际控制

人本次担保不收取任何费用，公司也无需提供反担保。

五、该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实际控制人之一黄建勲先生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系支持公司发展的行为，有利于公司融资活动正常进行，不存在损害企

业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且不存在反担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广东联

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关联担保预计的议案》， 同意自2018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下一年度的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实际控制人

之一黄建勲先生无偿为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综合授信提供总额不超过人

民币10亿元的连带责任保证，上述担保额度在期限内可分额度、循环提供。 公司

独立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事后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9年度关联担保预计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 ）。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对本次关联担保予以披露，同时公司将及时披露年度内关联担保实际履行

情况。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797� � � �证券简称：联泰环保 公告编号：2020-027

转债代码：113526� � � �转债简称：联泰转债

转股代码：191526� � � �转股简称：联泰转股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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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股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共有182,911,000元“联泰转债” 已转

换成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股票，累计转股数为20,975,515

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02%。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2020年3月31日，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07,

089,000元，占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3.10%。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一）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广东联泰环

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10号）核

准，公司于2019年1月23日公开发行了3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下称“联泰转

债” ），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39,000万元，期限6年。

（二）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30号文同意，公司39,000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2月18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联泰转

债” ，债券代码“113526” 。

（三）可转债转股的情况

根据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的约定，公司该次发行的“联泰转债” 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

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自2019年7月29日起至2025年1月22日止可转换为公司A

股普通股票，初始转股价格为12.31元/股。公司于2019年5月30日实施了2018年年

度权益分派， 联泰转债的转股价格调整为8.72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19年6月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照修正条款调整可转债转股价格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50” ）。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2019年12月31日至2020年3月31日，共有7,671,000元“联泰转债” 转换成公

司股票，转股数为879,689股。

截至2020年3月31日，累计共有182,911,000元“联泰转债” 已转换成公司股

票，累计转股数为20,975,515股，占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7.02%；

尚未转股的可转债金额为207,089,000元，占该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53.10%。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19年12月31日）

本次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0年3月31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224,000,000 0 224,000,00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4,771,826 879,689 95,651,515

总股本 318,771,826 879,689 319,651,515

四、其他

联系部门：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4-89650738

联系传真：0754-89650738

特此公告。

广东联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603043� � � �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2020-015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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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广州酒家”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日在广州酒

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徐伟兵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7人，实际表决董事7人，公司监

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形成的决

议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没有董事对议案投反对/弃权票。

本次会议议案均获通过，详见如下：

一、《关于选举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

案》

表决结果：通过（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

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7）。

二、《关于选举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其

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

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7）。

三、《关于聘任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

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7）。

四、《关于聘任梁洁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

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7）。

五、《关于聘任刘少雄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有权表决票数7票，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

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7）。

特此公告。

● 报备文件

1.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事项的独立

意见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043� � � �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2020-016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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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广州酒家”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于2020年3月27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2020年4月1日在广州酒

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全体监事共同推举

监事陈峻梅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表决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本次会议没有监事对议案投反对/弃权票。

本次会议议案已获通过，详见如下：

一、《关于选举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有权表决票数 3�票，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

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0-017）。

特此公告。

● 报备文件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日

证券代码：603043� � � �证券简称：广州酒家 公告编号：2020-017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

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事务代表和内审负责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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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广州酒家” ）于2020年4月1日在

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2020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任第

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暨

选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

届暨选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同日，公司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

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

门委员会委员及其主任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梁洁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关于聘任刘少雄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及《关

于选举陈峻梅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具体情况

如下：

一、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非独立董事：徐伟兵（董事长）、赵利平（副董事长）、孙晓莉

独立董事：谢康、李进一、沈肇章、曹庸

二、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审计委员会：沈肇章（主任委员）、李进一、曹庸

预算委员会：徐伟兵（主任委员）、沈肇章、曹庸、赵利平、孙晓莉

提名委员会：谢康（主任委员）、徐伟兵、赵利平、李进一、曹庸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进一（主任委员）、谢康、沈肇章

战略委员会：徐伟兵（主任委员）、谢康、李进一、赵利平、孙晓莉

三、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股东代表监事：陈峻梅（监事会主席）、陈浩源

职工代表监事：郭伟雄

四、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内审负责人

聘任赵利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潘建国先生、黎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陈扬先

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卢加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梁洁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刘

少雄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

上述人员任期自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

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与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 报备文件

1.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5.关于选举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会议决议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附件：个人简历

一、董事会成员

徐伟兵先生：出生于1970年11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工商管理硕士。 曾任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

赵利平先生：出生于1971年8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工商管理硕士，助理经济师。 曾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广州酒家集团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孙晓莉女士：出生于1974年5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管理学硕士。 曾任广州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城市发展处副处长，广州市人民政府研究

室社会发展处副处长、处长，现任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谢康先生：出生于1963年10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

理学博士。 现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任索菲

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广州发展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Duoyi� Information,Inc独立董事。

李进一先生：出生于1964年3月，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法学硕士。

现任暨南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兼任广东奥飞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

董事。

沈肇章先生：出生于1964年8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经济学博士。 现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财税系教授（系主任），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兼

任国光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事、广州毅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因赛品牌营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曹庸先生：出生于1966年3月，苗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理

学博士。 现任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食品科学系教授，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二、监事会成员

陈峻梅女士：出生于1965年6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 曾任广州市国资委预算财务处副调研员，广州市纪委派驻市国资委纪检

组副组长、市监察局派驻市国资委监察室主任，广州市纪委派驻市交委纪检组副组

长兼综合室主任，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广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广州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陈浩源先生：出生于1971年7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本科学历，经济师。 曾任广州市广百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市广百置业有限公

司工会主席，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总监，现任公司监事、广州岭南

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郭伟雄先生：出生于1969年8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工商管理硕士，高级政工师。 曾任公司党委办主任、团委书记、党委委员、纪委副书

记，现任公司工会主席、总法律顾问、职工监事、纪委委员，兼任广州酒家集团利口福

食品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

三、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

赵利平先生：出生于1971年8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工商管理硕士，助理经济师。 曾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广州酒家集团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潘建国先生：出生于1965年11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理学博士。 曾任广州百货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广百地产投资有限

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黎钢先生：出生于1968年3月，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

学本科。 曾任广州商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临时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广州友谊集

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

总经理。

陈扬先生：出生于1973年5月，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工商管理硕

士，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中国资产评估师。 曾任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首席评估师；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负责人，现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总经理助理。

卢加女士：出生于1975年6月，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曾任公

司财务经理；广东华联建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财务副总监；现任

公司财务总监。

梁洁女士：出生于1988年3月，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学士。

曾任广州酒家利口福食品公司会计部预算会计，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财务部经营分

析室干事，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刘少雄先生：出生于1965年11月，汉族，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管理学学

士，会计师。 曾任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公司财监科主任财监员，佛山鹰牌控股有

限公司（新加坡上市）稽核部总经理，广州市柏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稽核部总监，现

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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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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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兴南大道565号广州酒家集团

利口福食品有限公司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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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0,47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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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4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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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徐伟兵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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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扬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赵利平先生、财务总监卢加女士列席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任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关于选任徐伟兵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80,466,285 99.9979 是

1.02

关于选任赵利平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80,466,282 99.9979 是

1.03

关于选任孙晓莉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80,466,282 99.9979 是

2、 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换届暨选任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任谢康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80,466,286 99.9979 是

2.02

关于选任李进一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80,439,711 99.9884 是

2.03

关于选任沈肇章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80,399,011 99.9739 是

2.04

关于选任曹庸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80,466,281 99.9979 是

3、 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换届暨选任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任陈峻梅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79,709,017 99.7279 是

3.02

关于选任陈浩源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280,466,284 99.9979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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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选任徐伟兵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32,471 99.8849

1.02

关于选任赵利平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32,468 99.8849

1.03

关于选任孙晓莉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5,032,468 99.8849

2.01

关于选任谢康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5,032,472 99.8850

2.02

关于选任李进一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5,005,897 99.3575

2.03

关于选任沈肇章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965,197 98.5497

2.04

关于选任曹庸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5,032,467 99.8849

3.01

关于选任陈峻梅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4,275,203 84.8546

3.02

关于选任陈浩源为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

会监事的议案

5,032,470 99.8849

注：上述表决情况已剔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表决意见。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无特别决议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胡一舟、郭钟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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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酒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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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中标通知书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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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与招标人签署正式合同，合同的签订和合同条款尚存

在不确定性，具体细节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天

嘉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华信息” ）于近日收到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

司河北分公司发出的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信息失联修复业务服务

项目中标通知书》，经评标小组评审，确定嘉华信息为该项目中选人，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信息失联修复业务服务项目

招标人：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

采购项目：数据修复、触达通话语音、系统费用

嘉华信息将按照中标通知书要求， 尽快与招标人签订关于太平财产保险有限

公司河北分公司信息失联修复业务服务项目的相关合同。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以及嘉华信息与招标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华信息是国内最早从事银行信用卡全业务流程外包合作业

务模式的金融服务外包商之一。 合作对象主要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服务客户涵盖光

大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国内知名金融机构，本次项目的入选

是对公司信誉、履约能力、行业地位，以及管理与服务能力的直接肯定，是公司在保

险市场新的拓展。 在当前疫情环境下，为减少线下直接接触，金融机构逐步在扩大

线上服务客户的方式，对公司目前所从事的金融服务外包（BPO）业务需求加大，

金融服务外包业务种类也从信用卡服务向其他业务扩展， 这将对公司的经营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尚未与招标人签署正式合同，合同的签订和合同条款尚存

在不确定性，具体细节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河北分公司信息失联修复业务服务项目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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