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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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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星期五）１５：２０
（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９：１５－９：２５，９：３０－１１：３０和１３：００－１５：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９：１５－１５：００。
２、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二街１９８号公司５０１会议室
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秋全先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６、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华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
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
一）股东出席情况
１、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

２１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人数

９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人数

１２

２、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

１，３５４，２１２，３２１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份数量

１，３３８，８０３，１２０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股份数量

１５，４０９，２０１

３、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所代表股份数量占公司有表决权
５１．５８９０％
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份数量占比

５１．００２０％

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份数量占比

０．５８７０％

（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和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
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议案１．００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鲁剑雄先生、杨炯洋先生、相立军先生、彭峥嵘先
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算。
１．０１ 选举鲁剑雄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３，７７５，５３２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６９％。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８，８７５，６５８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７５８０％。
１．０２ 选举杨炯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４，３９７，１２３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１６５％。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９，４９７，２４９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１７２４％。
１．０３ 选举相立军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３，３０７，４７３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４２３％。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８，４０７，５９９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３９５７％。
１．０４ 选举彭峥嵘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３，７７５，５４０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７４４％。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８，８７５，６６６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７３２１％。
议案２．００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张桥云先生、蔡春先生、曾志远先生、李平先生、钱
阔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２．０１ 选举张桥云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４，０７７，１２３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２％。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９，１７７，２４９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９９１４％。
２．０２ 选举蔡春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４，０７７，１２３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２％。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９，１７７，２４９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９９１４％。
２．０３ 选举曾志远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４，０７７，１２３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２％。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９，１７７，２４９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９９１４％。
２．０４ 选举李平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４，１７７，９６４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０００３％。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９，２７８，０９０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１００．００２９％。
２．０５ 选举钱阔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４，０７７，１３３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６７％。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９，１７７，２５９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９６５５％。
议案３．００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庞晓龙先生、赵明川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
职工监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算。
３．０１ 选举庞晓龙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３，０１２，８３１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１４２％。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８，１１２，９５７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１０１６％。
３．０２ 选举赵明川先生为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４，０８８，４５９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１２％。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１２９，１８８，５８５票，占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９９．９０７８％。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４．００ 关于修订《
该议案需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１，３５４，０６９，５２１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９９．９８９５％；反对２３，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０．００１７％；弃权１１９，５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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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８８％。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成都）律师事务所
１、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中伦（
２、见证律师姓名：陈笛、孟柔蕾
３、见证律师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
公司章
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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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关于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一
２、北京中伦（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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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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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将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议书面通知送达各位董事，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
知期限。本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公司总部以现场会议与远程视频相结合的方
式召开，应出席董事１０名，实际出席董事１０名，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公司法》等相关
会议，鲁剑雄董事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鲁剑雄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相立军
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经全
体董事同意，选举产生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主任委员，以上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其在
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具体人员组成如下：
（
１）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蔡春（
主任委员）、曾志远（
委员）、李平（
委员）
（
２）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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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
主任委员）、鲁剑雄（
委员）、钱阔（
委员）
（
３）第三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
张桥云（
主任委员）、相立军（
委员）、杨炯洋（
委员）、彭峥嵘（
委员）、程华子（
委
员）
表决结果：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杨炯洋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曾颖先生担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
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胡小泉先生为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聘任程华子先
生、邢修元先生、黄明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邢怀柱先生为合规总监；聘任于鸿先生
为首席风险官。
以上人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表决结果：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聘任尹亮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十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尹亮先生简历：男，汉族，中共党员，１９７９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２００５年９月参加工作，现
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 尹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与持有公司５％以上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任职资格符
合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
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尹亮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０２８－８６１５０２０７
传真：０２８－８６１５０１００
电子邮箱：ｉｒ＠ｈｘ１６８．ｃｏｍ．ｃ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已完成换届工作，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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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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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２０２０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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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将第三届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议书面通知送达各位监事，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
知期限。本次会议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公司总部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应出席监事３
名，实际出席监事３名，庞晓龙监事主持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本次监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庞晓龙先生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已完成换届工作，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
中国证券
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披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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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查文件：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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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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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召开２０２０年第一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监
事的议案》； 并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三届董事会职工董
事、第三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公司董事会、监事会顺利完成了换届选举。
公司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
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副董事长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选举产生了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同时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１、董事会成员
（
董事长）、相立军先生（
副董事长）、杨炯洋先生、彭
１）非独立董事：鲁剑雄先生（
峥嵘先生。
（
２）独立董事：张桥云先生、蔡春先生、曾志远先生、李平先生、钱阔先生。
（
３）职工董事：程华子先生。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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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２、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
１）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蔡春（
主任委员）、曾志远（
委员）、李平（
委员）
（
２）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
李平（
主任委员）、鲁剑雄（
委员）、钱阔（
委员）
（
３）第三届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
张桥云（
主任委员）、相立军（
委员）、杨炯洋（
委员）、彭峥嵘（
委员）、程华子（
委
员）
以上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其在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
监事会主席）、赵明川先生。
１）非职工监事：庞晓龙先生（
（
２）职工监事：谢红女士。
上述监事任期三年，自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
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聘任杨炯洋先生为总经理；聘任胡小泉先生为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聘任程华
子先生、邢修元先生、黄明先生为副总经理；聘任邢怀柱先生为合规总监；聘任于鸿
先生为首席风险官；聘任曾颖先生为董事会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三年，自第三届董事会２０２０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附件：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简历
１、鲁剑雄：男，汉族，１９６５年１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学历，现任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１９８７年７月至 １９８８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
乐山市分行调研室见习；１９８８年７月至 １９９０年１０月， 中国人民银行乐山市分行调研
室、办公室 干部；１９９０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３年９月，中国人民银行乐山市分行调研室 副主
任；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中国人民银行乐山市分行调研室 主任；１９９７年１２月至
１９９８年７月，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地区分行调查统计科 负责人；１９９８年７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２
月，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地区分行调查统计科 科长；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９年１２月，中国
人民银行眉山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 科长；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１年９月， 中国人民银
行眉山地区分行货币信贷统计科 科长（
其间：２００１年３月至２００１年７月，参加ＢＦＴ英
语培训）；２００１年９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２月，中国人民银行青神县支行 党组书记、行长（
其
间：２００２年６月至２００２年９月，参加分行党校培训班）；２００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４年７月，中国
人民银行眉山市中心支行办公室 主任、 党委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８年４月，
中国人民银行眉山市中心支行 党委委员、副行长；２００８年４月至２０１１年７月，中国人
民银行眉山市中心支行 党委委员、 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眉山市中心支局副局
长（
其间：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６月，参加成都分行党校处级干部主体班学习）；２０１１年
７月至２０１２年８月，中国人民银行泸州市中心支行 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
理局泸州市中心支局副局长；２０１２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中国人民银行泸州市中心支
行 党委书记、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泸州市中心支局局长；２０２０年１０月至今，任中
共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至今， 任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鲁剑雄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
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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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
董事的情形。
２、相立军：男，汉族，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现
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１９９８年７月至２０００
年４月任北京市粮食局财会处助理会计师；２０００年４月至２０００年７月任中国华能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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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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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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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１、会议召开时间：
（
星期五）下午１５：００。
１）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
２）网络投票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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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月２７
日上午０９：１５一９：２５，９：３０一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一１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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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月２７日０９：１５一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北路２０１号宏业大厦８楼厦门万里石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３、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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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胡精沛先生
公司法》、《
深圳证
６、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７人，代表股份６２，６２７，３９６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３１．３１３７％。其中：
１、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５人，代表股份６２，５７４，４９６股，占
上市公司总股份的３１．２８７２％。
２、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２人，代表股份５２，９００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０．０２６４％。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
指除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５％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共３人，代表股份２３２，９００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０．１１６４％。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市金杜（
深圳）律师事
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关于公司新增提供对外担保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１．《
同意６２，５７４，４９６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９９．９１５５％；反对５２，９００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０．０８４５％；弃权０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０．００００％。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１８０，０００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
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７７．２８６４％；反对５２，９００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２２．７１３６％； 弃权０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０％。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经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
深圳）律师事务所曹余辉、胡光建律师见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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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
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２、北京市金杜（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８日

开发公司企业管理部干部；２０００年７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任华能综合产业公司电子信息事
业部资产管理部助理会计师；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２００５年７月历任华能信息产业控股有限公
司计划财务部会计师、副经理；２００５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任华能集团公司信息服务中
心干部；２００５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 历任中国华能集团公司财务部财会一处副处长、
会计处副处长（
主持工作）、综合处处长；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任中国华能集团公
司预算与综合计划部综合与统计处处长；２０１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３月历任中国华能集
团公司办公厅秘书处正处级秘书、 办公厅综合处处长；２０１６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９月任华
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２０１６年９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１月任华能资本服务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起任华能资本
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机关党委书记、工会主席；２０１７年８月起任本公司
董事、副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相立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华能资本服务有限公司担任
上述职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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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
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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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３、杨炯洋：男，汉族，１９６７年７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现
任华西证券董事、总裁，华西银峰董事长。１９９３年５月至１９９６年９月，任深圳市特力（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计；１９９６年９月至２００５年３月，历任国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银
行业务部门副总经理、总经理、投资银行事业部副总裁；２００５年３月至２００７年９月，任
华西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总裁；２００７年９月至２００８年１２月，任华西证券董事、副总裁；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任华西证券董事、总裁。２０１０年５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１月任华西金
智董事长；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起任华西银峰董事长；２０１４年７月起任华西证券董事、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杨炯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
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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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
董事的情形。
４、彭峥嵘：男，汉族，１９６９年１１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注册会计师。现任华
西证券董事，四川剑南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四川剑南春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成都鸿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天仟重工有限公司监事，四川剑海投资有
限公司董事，四川绵竹富利泰麓棠会务有限公司监事，德阳市绵竹通汇小额贷款有
限责任公司监事。１９９３年９月－１９９４年１０月， 在长沙市湘民经济技术发展公司工作；
１９９４年１０月－１９９７年， 在湖南省湘民经济技术开发公司从事会计工作；１９９７年－１９９９
年，任湖南省建材大市场的财务经理；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任财政部驻湘办下
属湖南中兴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００７年２月， 先后在中兴财会计师
事务所、北京中兴正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先后任项目经理、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
（
其中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４年派往国务院国有企业监事会工作）；２００７年３月至今， 任四川剑
南春（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部部长，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起任华西证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彭峥嵘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四川剑南春（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及关联公司担任上述职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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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
失信
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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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董事的情形。
５、程华子：男，汉族，１９７１年１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现
兼人力资源总监），华西期货董事，天府（
四川）联合股权交
任华西证券董事、副总裁（
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１９９３年３月至１９９５年６月，泸州老窖酒厂酿酒六车间实习、
总工程师办公室科技管理员，泸州老窖协科技管理员、政工部组织科组织干事；１９９５
年６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历任泸州老窖党委秘书、总经理办公室秘书处处长（
１９９７年１月
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期间兼任机关二支部书记）、酿酒二分公司办公室主任；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至
２００７年９月历任老窖集团总裁秘书兼泸州老窖策划部副部长、老窖集团办公室主任、
泸州老窖总经理办公室主任（
２００２年６月起任泸州老窖监事会股东监事）、泸州老窖
企业管理部部长兼人力资源部部长（
期间任监事会股东监事）；２００７年９月至２００９年１
月，任华西证券总裁助理兼总裁办主任；２００９年１月至１１月，任华西证券董事、总裁助
理兼总裁办主任；２００９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１月，任华西证券董事、董事会秘书（
拟聘）、
总裁助理兼总裁办主任；２０１０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任华西证券董事、董事会秘书、
总裁助理兼总裁办主任；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任华西证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总裁办主任；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５年２月，任华西证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总裁办主任；２０１５年２月起，任华西证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人力资源部总经
理；２０１５年９月起，任华西证券人力资源总监；２０１６年２月，辞任华西证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程华子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
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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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
董事的情形。
６、张桥云：男，１９６３年４月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华西证券独立董事，兼任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成
都金融中心建设专家委员会成员、 全国金融硕士专业学位指导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攻读博士学位；１９８３年７月至１９９１年９月，四
川省南溪县大观职业中学教师；１９９４年７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
师 （
期间于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９年５月为美国 Ｄｕｅｑｕｅｎｓｅ大学访问学者）；２０００年１０月
期间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５月
至２００７年５月，西南财经大学研究生部副主任、主任（
为美国加州大学Ｓａｎｄｉｅｇｏ分校访问学者）；２００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 西南财经大学金
融学院执行院长；２０１７年１月至今任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
担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宜
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西北部湾银行独立董事。自２０１８年１２月起担
任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起担任华西证券独立董
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桥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
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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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
独立董事的情形。
７、蔡春：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１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学博士。现任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二级）、博士生导师，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华西证券独立董事。蔡春先生兼任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中国政府审计研
无行政级别）、财政部会计名家、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学术委员、中国成本
究中心主任（
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审计学会副会长；美国伊利诺大学国际会计教育与研究中心
高访学者；世界银行贷款资助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和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军委审计署和中央军
委装备发展部入库专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全国审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委员；
中国会计学会审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担任《
审计研究》、《
会计研究》和《
中国会计与
财务研究》等期刊编委和《
中国会计评论》理事会理事等学术职务。
１９８４年四川财经学院会计系本科毕业， 学士；１９８７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研
究生毕业， 硕士；１９９１年天津财经学院会计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 博士。１９８７年至
１９９２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任助教、讲师；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４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
学院）， 任系副主
系，任系副主任、副教授；１９９４年至２００２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
副院长）、教授；２００２年至２００４年，西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任院长、教授、博导；
任（
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１６年，西南财经大学科研处，处长、教授、博导；２０１６年至今，西南财经大
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导；２０２０年６月３０日至今，担任四川纵横六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起担任华西证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蔡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
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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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
８、曾志远：男，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现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重庆三峡融资担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华西证券独立董事，兼任成都金融服务业商会理事会顾问委员会成员等职。１９８８
年７月到１９９８年５月，在成都大学经济系任教；１９９８年５月至今，在西南财经大学经济
学院任教。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起担任华西证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曾志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曾志远先生尚未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承诺参加最近一次深圳证券交易所
相关培训并取得其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
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
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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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９、李平：男，汉族，１９５６年４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现任
华西证券独立董事、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四川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四川川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２年， 在四川大学法律系任教；１９９２年至２０１０
年，任四川大学法律系教研室主任；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１６年任四川大学法学院副院长；２０１６
年起任四川大学法学院教授；１９９８年至今任川达律师事务所律师。２０１７年８月至今，
任华西证券独立董事；２０２０年５月起任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李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
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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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
立董事的情形。
１０、钱阔：男，１９５７年１月出生，高级经济师，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获得美国
Ｔｅｘａｓ Ａ＆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博士学位。现任华西证券独立董事。钱阔先生编著出版多部会
计、国有资产管理相关著作，在各大刊物发表２０余篇论文，主持研究多项课题。主要
工作经历：１９８２年７月至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在北京林业大学干部培训部工作，历任教务科
科长、干部培训部副主任（
副处级）职务；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１年１０月，在北京林业大学
研究生部工作，任专职讲师（
副处级）；１９９１年１０月至１９９６年７月，任财政部国有资产
管理局行政事业资源司资源资产处副处长；１９９６年７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任财政部国有
资产管理局行政事业资源司资源资产处处长、 高级经济师；２００２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３年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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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任中共中央企业工作委员会正处长级专职监事；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０５年４月，任国务
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正处长级专职监事；２００５年５月至２０１１年５月， 任国务院国资
委副局长级专职监事 （
兼任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研究中心副主任）；２０１１年５月至
兼任监事会第２４办事处主任）；２０１７
２０１７年５月，任国务院国资委正局长级专职监事（
年５月退休。自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起担任华西证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钱阔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钱阔先生尚未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承诺参加最近一次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
培训并取得其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
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
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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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１、庞晓龙：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６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１９８４
年７月至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科干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至
１９８９年６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科办事员；１９８９年６月至１９９２年１２
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科副科长；１９９２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４年４月任泸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管理科科长；１９９４年４月至１９９５年２月任泸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经检科科长兼经济检查所所长；１９９５年２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２月任泸州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合同科科长；２００２年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５月， 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个体私营经
济监督管理科科长；２００２年５月至２００８年８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 ２００８年８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１月任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２０１１年１１
月至２０１２年１月任泸州市纪委副书记、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２０１２年１月
至２０１２年３月任泸州市纪委副书记、 监察局局长；２０１２年３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任泸州市
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预防腐败局局长；２０１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１月任本公司党委
副书记；２０１７年８月起任本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截至本公告日，庞晓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
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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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
监事的情形。
２、赵明川：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４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毕业。现
任本公司监事、华能四川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１９８２年７月至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任四川省电
力局豆坝发电厂财务科科员；１９８７年１１月至１９９０年９月任四川省电力局豆坝发电厂
财务科副科长；１９９０年９月至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任四川省电力局财务处综合科科员；１９９２年
１１月至１９９６年３月任四川省电力局财务处综合科科长；１９９６年３月至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任四
川省电力公司江油发电厂副厂长；１９９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６月任四川省电力公司财务
处处长；２０００年６月至２００１年４月任四川省电力公司财务部总经理；２００１年４月至２００１
年１１月任四川省电力公司副总会计师；２００１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３月任甘肃省电力公司
总会计师；２００３年３月至２００４年７月任中国华能集团四川分公司副经理；２００４年７月至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任永诚财务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２００６年１０月起任华能四川水电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２０１６年１月起， 任华能四川水电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至
２０１７年８月任华西证券董事；２０１７年８月起任本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赵明川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在以上公司担任上述职务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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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
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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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
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事的情形。
３、谢红：女，汉族，中共党员，１９６８年４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经济师、会
计师。１９８８年１２月至１９９３年８月，雅安财贸学校担任会计课教师。
１９９３年９月至１９９６年６月， 西南财经大学会计系攻读硕士研究生；１９９６年７月至
２００３年３月，先后在中国建设银行成都市分行筹资储蓄处和计划财务处、成都市第三
支行个人银行业务科和会计科工作；２００３年４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 在中铁信托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原衡平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信托业务一部部门总经理；２００８年１月至
今担任华西证券稽核审计部部门总经理；２０１７年９月起，兼任华西金智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监事；２０１８年５月起，兼任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监事；２０１８年８月起任华西证券
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谢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最高人民法院
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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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监
事的情形。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１、杨炯洋：详见董事简历。
２、胡小泉：男，汉族，１９６３年２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
华西证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１９８３年７月至１９８４年
１１月，中国人民银行乐山地区中心支行信贷员；１９８４年１１月至１９８６年４月，任中国人
民银行乐山市分行调研室副主任；１９８６年４月至１９８９年８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
分行稽核处科级稽核员；１９８９年８月至１９９１年５月， 任中国人民银行广元市分行行长
助理；１９９１年６月至１９９４年４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四川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理论室主任；
１９９４年４月至２０００年７月，任四川证券交易中心副总经理；２０００年７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任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总裁助理兼人力资源部总经理；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０２年１２月，拟
任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任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副总裁；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任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２０１４年１１月
至今，任华西证券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２００８年７月至今，兼任华西期货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
３、程华子：详见董事简历。
４、邢修元：男，汉族，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
历。 现任华西证券副总裁， 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１９９３年７月至１９９５年６月， 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员；１９９５年６月至１９９６年１０
月，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职员；１９９６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２年４月，先后任国信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宏观研究部副经理、投资研究部经理；２００２年４月至２００７年７月，先后任国投瑞
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监、投资部总监、公司总经理助理；２００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１
年５月，任深圳市海富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１年６月至２０１１年８月，拟任
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深圳分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１年８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 任华
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兼深圳分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４年７月至今，任华西证券副总
裁兼深圳分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５年２月至今， 兼任公司企业综合金融服务管理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今，兼任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５、黄明：男，汉族，１９７２年１０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现
任华西证券副总裁。１９９７年７月至１９９９年４月，四川省经贸委经济信息中心工作；１９９９
年４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 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副主任科员、 主任科员；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至
２００４年４月，成都市政府办公厅第一秘书处主任科员；２００４年４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成都
市政府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副处长；２００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１年３月，成都市政府办公厅第一
秘书处处长；２０１１年３月至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副主任；２０１１
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７年１月，成都农商银行股份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２０１７年２月至２０１７年
１０月，成都创投世豪投资管理公司董事、总经理；２０１７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四川弘威
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其间：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９年８月，兼任
四川弘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２０１９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四川发展产业引
导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
２０１９年８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兼任
四川弘威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兼
任四川新筑通工汽车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兼任常州天晟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２０１８年３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兼任中电科航空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 ２０１９年９月至２０２０年３月，兼任成都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２０２０
年４月至今，任华西证券副总裁。
６、邢怀柱：男，汉族，１９７０年８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研究生学历。现
任华西证券合规总监。１９９２年７月至１９９４年７月，四川省峨眉山市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１９９７年７月至１９９９年７月， 任四川省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科长；１９９９年７月至２００３年７
月，任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上市处主任科员；２００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３年１１月，任中国证
监会成都证管办期货处负责人；２００３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任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
主持工作）；２００４年３月至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任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
期货监管处副处长（
货期监管处副处长（
主持工作）；２００５年１２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任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
主持工作）；２００７年３月至２０１２年５月，任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
机构监管处副处长（
机构处处长；２０１２年５月至２０１２年７月， 任中国证监会四川监管局党办主任；２０１２年７
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任泸州市政府副秘书长；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月，拟任华西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合规负责人；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４年４月，任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规
负责人；２０１４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７月， 任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规负责人、 首席风险
官；２０１４年７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任华西证券合规负责人、首席风险官；２０１６年２月至今，
任华西证券合规总监。
７、于鸿：男，汉族，１９７０年３月生，新加坡国籍，现任华西证券首席风险官，华西银
峰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１９９８年９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１月， 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师；２０００年
１１月至２００２年９月， 任新加坡星展银行总部风险管理部助理副总裁；２００２年９月至
２００７年７月， 任新加坡花旗银行ＦＩＣＣ结构产品交易部执行总裁；２００７年７月至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 任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公司金融部执行董事；２０１２年９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 任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风险管理部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８月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任
润峰电力有限公司国际投融资部总经理；２０１３年１２月至２０１５年８月，任平安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首席风险分析师；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１月，拟任华西证券首席风险官；２０１６
年２月至今，任华西证券首席风险官。（
２０１７年９月至今，兼任华西银峰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
８、曾颖：男，汉族，１９７３年３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现任华西证券董事会
秘书。１９９３年７月至２００５年２月， 历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秘书、 总经办秘
书；２００５年２月至２００６年１月， 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总经办副主任；２００６年１月至
２００６年３月，任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副主任；２００６年３月至２００８年１月，任泸
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２００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９年６月，任泸州
老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办主任、证券事务代表；２００９年６月至２０１５年６月，任泸州老窖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董事办主任；２０１５年８月至２０１６年２月，拟任华西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２０１６年２月至今，任华西证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以上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５％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存在被
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为“
失信被执行人”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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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
和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公告编号：２０２０－１２９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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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
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
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５％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２、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３、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
一）会议召开情况
以下简称“
公司” 或“
蓝帆医疗”）
１、会议的通知：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于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在《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刊登了会议通知。
２、会议召开时间：
（
星期五）下午１４：００
１）现场会议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
２）网络投票时间：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上午９：１５至９：２５，９：３０至１１：３０，下午１３：００至１５：００；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上午９：１５至下午１５：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３、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稷下街道一诺路４８号蓝帆医疗
办公中心第一会议室。
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５、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６、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文静女士。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以下简称
７、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 《
“
《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以下简称 “
《
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
公司章
程》”）及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规定。
（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４０名，代表股份４７６，０２２，４７３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４９．３７８３ ％。
其中： 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９名， 代表股份

３０１，２５９，３３５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３１．２５００％；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３１名，代表股份１７４，７６３，１３８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１８．１２８４％；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３６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
为３２，２７４，１０２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３．３４７８％。
（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审议表决
结果如下：
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新增子公司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 意 １９３，１４８，５１０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９９．９５３０％ ； 反 对 ９０，５２７ 股 ， 占 出 席 会 议 股 东 所 持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０．０４６８％；弃权３００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０．０００２％。鉴
于股东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为此事项的关联股东，因此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３２，１８３，２７５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
效表决股份总数的９９．７１８６％；反对９０，５２７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
股份总数的０．２８０５％；弃权３００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９％。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锦天城（
青岛）律师事务所宋洪林律师和张晓敏律师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程序符合《
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具备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四、备查文件
１、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２０年第四
２、上海锦天城（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蓝帆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