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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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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7月 1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 7月 27日（周一）下午 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 7月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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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7 月 27 日上午 9:15 至 9:25、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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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7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 581 号道明光学股份有

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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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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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297,723,40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666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

本次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琦、吕荣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297,

723,40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7.6663%。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为 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 0 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 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胡智彪先生、胡智雄先生、胡锋先生、陈樟军先生、

张亚东先生、陈文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

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候选人胡智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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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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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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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选举候选人胡智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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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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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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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选举候选人胡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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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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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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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选举候选人陈樟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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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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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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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选举候选人张亚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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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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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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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选举候选人陈文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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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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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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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蔡宁先生、陈连勇先生、金盈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候选人蔡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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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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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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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选举候选人陈连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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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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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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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选举候选人金盈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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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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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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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

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朱献勇先生、 陈纯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 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郭育民先生共同组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候选人朱献勇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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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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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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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选举候选人陈纯洁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297,723,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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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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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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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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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同意 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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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 吕荣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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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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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年 7月 21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2、 本次会议于 2020年 7月 27日下午 16:00 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

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9人，实到董事 9人。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智彪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

议。

5、本次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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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长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胡智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胡智彪先生简历附

后。

2、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

事长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胡智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

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胡智雄先生简历

附后.

3、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同意选举下列人员组成董事会各

专门委员会：

选举胡智彪、胡智雄、金盈为战略委员会委员，胡智彪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举蔡宁、陈连勇、胡智彪为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蔡宁为提名委员会主任

委员；

选举金盈、陈连勇、蔡宁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金盈为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举陈连勇、蔡宁、胡智彪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陈连勇为审计委员会主

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4、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胡智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

聘任胡智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胡智雄先生、胡锋先生为公

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

聘任胡智雄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

职责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代行第五届董事会秘书一职， 直至公司

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司将尽

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

指定胡智彪先生暂代公司董事会秘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胡智彪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9-87321111�传真：0579-87312889

电子邮箱：stock@chinadaoming.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 581号

7、以 9票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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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 经本次会议审议， 同意聘任施东月先生为公司财务总

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施东月先

生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

聘任施东月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8、以 9 票同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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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钱婷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

董事会届满之日止。钱婷婷女士的简历附后。

钱婷婷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9-87321111�传真：0579-87312889

电子邮箱：stock@chinadaoming.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 581号

9、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

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朱献勇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

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朱献

勇先生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7日

附件：

胡智彪先生，中国国籍，1970 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 年至今，担任公司董

事长兼总经理。现兼任浙江道明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龙游道明光学有限公司、浙江

道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道明光学材料销售有限公司、浙江道明科创实业有限公

司、杭州道明科创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道明科创实业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执行董事及

总经理；常州华威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胡智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671,702股,胡智彪先生和胡智雄先生为兄弟关

系，两人通过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9,600,000 股，两人系公司

共同实际控制人，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胡智彪先生为第五届董事胡锋先生的叔叔，

除此之外，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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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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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智雄先生，中国国籍，1962 年生，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 年至

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现兼任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道明新

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道明科创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道明科创实业有限公司监事；浙

江高得宝利新材料有限公司、惠州骏通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惠州道明华威科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胡智雄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191,702 股， 胡智雄先生和胡智彪先生为兄弟

关系，两人通过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249,600,000 股，两人系公

司共同实际控制人， 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 胡智雄先生为第五届董事胡锋先生的父

亲，除此之外，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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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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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锋先生，中国国籍，1985 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4 年 12 月起曾担任浙江

道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8年 8月起担任浙江龙游道明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妻吴之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7,900,000 股，胡锋先

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五届董事胡智雄先生之子，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五届董事胡

智彪先生的侄子，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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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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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东月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

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 年参加工作曾任杭州西子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经理、部门经理；浙江中汇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经理、总会计师；浙江华元控股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浙江中梁置业有限公司财务

总监；浙江爱茵霍芬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嵊州浙旭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

年 5月进入本公司现任财务总监。

施东月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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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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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婷婷女士，中国国籍，1990 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于 2013 年 9

月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2 年 7 月进入公司现任证

券事务代表，浙江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证代专业委员会委员。

钱婷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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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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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献勇先生，中国国籍，1973 年生， 无境外永久居留。2013 年 11 月至 2019 年 6

月先后担任中国三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旅业板块稽察负责人、贸易板块财务部部长，

2019年 6月进入本公司，现任审计监察部经理、监事。

朱献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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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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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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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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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下午 17:00 以现场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

占全体监事人数的 100%。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经半数以上监事推选郭育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全体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

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障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郭

育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

会届满之日止。郭育民简历附后。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7月 27日

附件：

郭育民先生，中国国籍，1981 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2007 年 11 月

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生产技术部门，现任浙江龙游道明光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监事会

主席。

郭育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68,000 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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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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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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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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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131,614,619股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0年 8月 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168 号”《关于核准华扬联众

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华扬联众”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40,000,000 股，总股本为 160,000,000 股，并于 2017 年 8 月 2 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涉及股东为苏同、姜香

蕊、上海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2017 年 8 月 2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160,000,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2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0,000,000股。

2018年 4 月，公司实施完成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向 125 名激励对象授予 4,

359,05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 164,359,05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

为 124,359,05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40,000,000股。

2018年 6月，公司实施 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当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前

的公司总股本 164,359,050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5 元（含税），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4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230,102,670 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74,102,67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56,000,000股。

2018 年 8 月，公司股东东方富海（芜湖）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南海创

新（天津）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东方富海（芜湖）二号股权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深圳市世纪凯旋科技有限公司、金卓恒邦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千橡网

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包锦堂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

流通。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未使总股本发生改变，依然为 230,102,670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37,717,289 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92,385,381

股。

2019 年 4 月，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已离职对象陈牧川、马译斐已获授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42,560 股，公司总股本减至 230,060,110 股，其中有限售

条件流通股为 137,674,72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2,385,381股。

2019年 6月，公司实施完成 2018年股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授予的工作，向 54

名激励对象授予 1,014,450股的限制性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 231,074,560 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38,689,17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2,385,381股。

2019年 7月，公司完成了回购注销张泉、李奕、钟孝益 3 人已获授尚未解除限

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52,764 股，公司总股本减至 231,021,796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变为 138,636,41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2,385,381股。

2019年 7月， 公司完成了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期

解锁的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工作，此次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合计 2,399,672 股。本次

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并未使总股本发生改变，依然为 231,021,796 股，其中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36,236,743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94,785,053股。

2020 年 5 月 ， 公 司 完 成 了 回 购 注 销 MADELYN� LORRAINE�

FITZPATRICK、江元、张伟、高爽、赵灵彦 5 人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合计 81,994 股，公司总股本减至 230,939,802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36,

154,749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4,785,053股。

此外；2020年 4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

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拟

回购注销陈盟官、李诚、邱博涵、陈洋、朱茜、谭辉宁 6 人已获授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合计 108,246 股，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至 230,831,556 股，其中有

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36,046,503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4,785,053 股。此次回

购注销尚未办理完成。

2020年 4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业绩指标未达到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所规定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

除限售期以及预留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根据《2018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

117名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已授予但未解锁部分股票合计 1,750,917 股，以

及对预留部分授予的激励对象共计 48 名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已授予但未

解锁部分股票合计 465,025股进行回购注销。实施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减至 228,

615,614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变为 133,830,561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94,

785,053股。此次回购注销尚未办理完成。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及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有

关承诺如下：

公司实际控制人苏同及其一致行动人姜香蕊（系苏同母亲）分别承诺：自公

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亦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公司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若公司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发行价应相应调整），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

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其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

延长 6个月。

此外，苏同还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的上海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

苏同作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其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其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姜香蕊作为公司董事承诺：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股份不超

过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在离职后的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上海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亦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公司

上市后 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若公司发

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应相应调整），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

于发行价，其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6个月。

截至目前，上述股东均严格履行了所作出的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

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20年 8月 3日。

2、 本次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131,614,619 股， 占总股本的

56.99%。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计 3名。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见下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股数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1

苏同

65,807,311 28.50% 65,807,311 0

2

姜香蕊

39,484,385 17.10% 39,484,385 0

3

上海华扬联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6,322,923 11.40% 26,322,923 0

合计

131,614,619 56.99% 131,614,619 0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6,154,749 58.96% -131,614,619 4,540,130 1.97%

1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26,322,923 11.40% -26,322,923 0 0%

2

、

境内自然人持股

109,831,826 47.56% -105,291,696 4,540,130 1.97%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94,785,053 41.04% 131,614,619 226,399,672 98.03%

股份总数

230,939,802 100.00% 0 230,939,802 100.00%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七、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相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次有

限售条件的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规定，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本保荐机构同意华扬联众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八、上市公告附件

1.�《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7日

证券代码：002540� �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0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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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一次会议于 2020年 7月 24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并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在子

公司亚航科技西区多媒体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应到董事 5

名，实到董事 5 名，其中独立董事陈易平、张熔显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由董

事长周福海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

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

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书〉暨投资建设轻量化

铝合金产品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

科技” ）与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亚通科技在

海安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 ）签署《投

资协议书》，在亚通科技现有厂区西侧新增土地、厂房、设备，投资建设轻量化铝合

金产品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60,000万元人民币。

《关于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书〉暨投

资建设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1）详见同日《证券时

报》、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28日

证券代码：002540� � � �证券简称：亚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0-061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书》暨

投资建设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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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 7月 27日

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

通） 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书〉 暨投资建设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的议

案》，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通

科技” 或“乙方” ）与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安管委会”

或“甲方” 、与“乙方” 并称“双方” ）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亚通科技在海安经

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以下简称“该项目” ）签署《投资协议

书》，在亚通科技现有厂区西侧新增土地、厂房、设备，投资建设轻量化铝合金产品

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60,000 万元人民币。同日，亚通科技与海安管委会完成《投资

协议书》的签署。具体如下：

一、投资概述

1、 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书〉暨投资建

设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亚通科技与海安管委

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亚通科技在海安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轻量化铝合金产

品项目签署《投资协议书》，在亚通科技现有厂区西侧新增土地、厂房、设备，投资

建设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该项目总投资 60,000万元人民币；

2、本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双方于 2020年 7月 27日完成上述《投资协议书》的签署；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名称：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海安市迎宾路 199号

法定代表人：任永峰

类型：机关

关联关系：公司及亚通科技与海安管委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查询，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

2、主要产品：轻量化环保型铝合金材、新能源汽车零部件（车身系统零部件、

底盘系统零部件）、其他汽车零部件

3、项目承办单位：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4、项目承办单位基本信息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江苏海安经济开发区海防路 29号

法定代表人：周福海

注册资本：25000万元整

成立日期：2008年 7月 4日

经营范围：有色金属复合材料、铜铝合金材料、散热管、铝合金异型材、汽车零

部件及其材料、铝合金锻铸件的研发、生产、销售（不含国家限制及禁止类项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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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1,726,676,680.06 1,701,335,822.20

总负债

119,712,852.64 129,374,444.57

净资产

1,606,963,827.42 1,571,961,377.63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1,439,639,934.44 650,002,580.01

净利润

211,464,307.53 89,912,803.97

注：上述 2019年度数据已经审计；上述 2020年 1-6月数据未经审计。

5、项目实施地点：亚通科技现有厂区西侧，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海防路。

6、项目投资额：该项目总投资为 60,00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为 51,513.3 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8,486.7万元。

7、项目内容：本项目拟购置挤压设备、热处理设备、加工设备、检测设备等先

进成熟的生产、辅助及公用设备，达产年将形成年产 1.5万吨汽车用轻量化环保型

铝材、52万套汽车零件的生产规模。

8、项目资金来源：亚通科技自有或自筹资金。

9、投资进度：项目总建设期为 5年（其中基础建设期为 3年）。

10、项目市场前景分析：截至 2019年末，我国汽车保有量达 2.34 亿辆，49 座城

市的汽车保有量超百万辆；根据国家工信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我

国单车用铝目标到 2030 年达到 350kg；根据国家工信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2021-2035）》，新能源汽车销量目标到 2025 年占比达到 20%、到 2030

年占比达到 40%。汽车轻量化和新能源汽车有助于节能减排，是低碳时代汽车技

术的发展方向，该项目市场前景广阔。亚通科技是专业从事铝合金挤压材和新能

源汽车铝合金零件产品生产的企业，通过多年的研发及生产，准确掌握产品的生

产技术，在原料、工艺、技术等方面不断创新，在开发轻量化环保型铝合金挤压材、

新能源汽车零件方面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已具有设计、开发和生产的能力，并已

形成销售收入。亚通科技拟在现有产能基础上实施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进一

步扩大产品生产规模和提高产品质量，项目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我国汽车用铝合金

挤压材及新能源汽车零件的整体技术水平，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促进企业持续

发展。

11、项目预计经济效益分析：本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将形成年产 1.5 万吨汽

车用轻量化环保型铝材、52 万套汽车零件的生产规模；新增年销售收入 95,700 万

元（不含税），年净利润 8,453.25万元，投资回收期为 6.45年（不含基础建设期）。

四、《投资协议书》签署情况与主要内容

2020年 7月 27日，亚通科技与海安管委会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就亚通科技

在海安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轻量化铝合金产品项目事宜签署 《投资协议书》。主

要内容如下：

甲方：海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亚太轻合金（南通）科技有限公司

一、乙方在甲方区域内投资兴建“轻量化铝合金产品” 项目，项目总建设期 5

年（含工程建设期），总投资不低于 6 亿元人民币，2023 年为试生产年，项目全部

完成后当年计划实现应税销售收入 8 亿元人民币、 税费总额不低于 4000 万元人

民币。

二、项目选址于甲方所属区域乙方已建项目西侧、开发大道东侧、海防路北侧

（具体地形、地界详见甲方提供的红线图），项目总规划用地约 142 亩。该项目用

地出让年限为 50年，项目建设方针为一次性规划、一次性建设到位。

三、 甲方于本协议书签订十个工作日内提交该项目总规划用地的红线图，乙

方即着手进行项目建设的平面规划和建设工程的厂房设计。相关计划：该项目用

地的交地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30 日前，乙方工程建设期为 30 个月内，开工时间为

2020年 12月 15日前。甲方负责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相关手续。

四、甲方负责项目现状交地并负责“七通一平” ：路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

邮通、天然气通、排污管通，以上通至乙方围墙下，具体地点由乙方指定。甲方负责

场地基本平整，并对项目注册登记（如需再行注册公司）、工程建设、土地使用权

证办理等提供一条龙配套服务。

五、乙方保证项目规划设计和厂房建设符合省相关行业部门的规范要求。

六、甲方所供地进行公开挂牌出让，乙方按挂牌出让的相关规定缴纳保证金

（可抵算土地出让金），余款在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变更前缴清。

七、本协议未尽事宜，可由双方协商决定后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

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八、 本协议乙方需报股东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审批后生

效。

五、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投资的目的

近年来，国家政策大力支持汽车轻量化、新能源化进程；同时，相较于传统燃

油汽车，新能源汽车由于电池固有重量较大等原因，通过车身轻量化实现节能减

排的需求更为迫切。这为质轻、安全性及综合性能优异的高品质铝合金材料及零

部件创造了新的市场机遇。

本次投资有利于公司及亚通科技进一步扩大铝挤压材产能、 提高市场份额；

有利于公司及亚通科技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进一步开拓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应用市场，为亚通科技拓展业务范围、延伸加工区间、培育新的利润增长

点，为公司及亚通科技业绩增长提供助力。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亚通科技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出资，不会对公司及亚通科技本

期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本次投资符合公司在新能源汽车轻量化领域业务规划，有利于公司及亚通

科技进一步扩大铝挤压材产能、提高市场份额；有利于公司及亚通科技大力发展

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业务，进一步开拓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应用市场，为亚通科技拓

展业务范围、延伸加工区间、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进一步提升公司及亚通科技综

合竞争力。

六、存在的风险

1、 本次投资涉及到的用地等报批事项需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后续进行审批或

备案，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投资金额较大、建设周期较长，资金的持续投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存在资金无法及时到位从而影响项目建设进度、规模的可能性；

3、本次投资项目的建设期较长，存在施工相关风险；

4、本次投资周期较长，存在市场存在变化从而影响项目预期收益的可能

性。

公司将成立项目小组，加强项目建设管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做好风险管

控。

七、其他

1、亚通科技将通过正常招拍挂程序取得该项目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于挂牌出让竞得后由亚通科技与国土资源部门另行签订；

2、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投资协议书》。

特此公告。

江苏亚太轻合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7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