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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同日公告的《金发科技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重要内容提示：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附件：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曹思颖：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广东财经大学管理学硕士，中级会计师。2010年加入公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13日

司，曾任质量与责任成本会计师和应付账款会计师。兼任广东上市公司协会证券事务代表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荣获首届“
金圆桌奖” 董秘好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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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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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1,056,280,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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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41.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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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袁志敏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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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法》（以下简称 “
《公司法》”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2015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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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1月13日在公司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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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齐建国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
议，董事陈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向公司全体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的通知” ，监事对豁免监事会召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4人，监事王定华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于2021年1月13日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以现场会议方式在公司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宁凯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议室召开。应到会监事5名，实到会监事5名。会议由叶南飚先生召集和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

二、 议案审议情况

和国公司法》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2015年修订）》的规定。经现场投票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议案名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得票数

公司监事会选举叶南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

是否当选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1.01

候选人：袁志敏

1,060,378,172

100.3879 是

1.02

候选人：李南京

1,043,437,385

98.7841 是

1.03

候选人：熊海涛

1,041,936,387

98.6420 是

1.04

候选人：李建军

1,043,035,427

98.7460 是

1.05

候选人：宁红涛

1,043,015,027

98.7441 是

1.06

候选人：吴敌

1,043,235,427

98.7649 是

附件：叶南飚先生简历

1.07

候选人：陈平绪

1,043,235,432

98.7649 是

附件：叶南飚先生简历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叶南飚：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技术副总经理。四川大学工学博士。2001年加入公司，历任

议案名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得票数

是否当选

产品线技术经理、技术研究部部长。现兼任广州开发区化工行业协会会长、《塑料工业》编委。

2.01

候选人：杨雄

1,052,481,086

99.6402 是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几十件，曾获“国家科技技术进步二等奖” 、“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中

2.02

候选人：朱乾宇

1,051,752,287

99.5712 是

技术发明二等奖” 。
国石油和化工联合会“

2.03

候选人：肖胜方

1,051,652,283

99.5618 是

2.04

候选人：孟跃中

1,051,652,285

99.5618 是

叶南飚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5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019%，与本公司或本公司
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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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得票数

是否当选

3.01

候选人：叶南飚

1,048,012,238

99.2172 是

3.02

候选人：陈国雄

1,051,734,686

99.5696 是

3.03

候选人：朱冰

1,047,841,872

99.201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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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议案名称

反对
比例（%）

票数

票数

弃权

比例（%）

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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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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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候选人：袁志敏

239,702,127

101.7391

1.02

候选人：李南京

222,761,340

94.5487

1.03

候选人：熊海涛

221,260,342

93.91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04

候选人：李建军

222,359,382

94.3781

确定了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1.05

候选人：宁红涛

222,338,982

94.3695

1.06

候选人：吴敌

222,559,382

94.4630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1月13日召开公司2021

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由董事长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和《关于聘任由总经理提名的高
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现将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公告如下：

1.07

候选人：陈平绪

222,559,387

94.4630

2.01

候选人：杨雄

231,805,041

98.3873

总经理：李南京先生

2.02

候选人：朱乾宇

231,076,242

98.0779

副总经理：吴敌先生、陈平绪先生、戴福乾先生、黄河生先生、袁长长先生、杨楚周先生

2.03

候选人：肖胜方

230,976,238

98.0355

2.04

候选人：孟跃中

230,976,240

98.0355

3.01

候选人：叶南飚

227,336,193

96.4905

财务总监：奉中杰先生

3.02

候选人：陈国雄

231,058,641

98.0705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即2021年1月13日至2024年1月13日。上

3.03

候选人：朱冰

227,165,827

96.4182

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

董事会秘书：戴耀珊先生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表决了以上议案。

海证券交易所处罚的情形。 董事会秘书戴耀珊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2、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

资格证书。

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选任与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议案1.01《候选人：

特此公告。

袁志敏》除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股权过半数通过外，还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中小股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东所持股权过半数通过。 根据表决结果， 议案1.01的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100.3879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比例为101.7391 %，即袁志敏先生当选公司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李南京：现任公司董事兼总经理、党委书记。管理学博士，正高级经济师。1993年加入公司，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南国德赛律师事务所

曾任本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曾获广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2项及 “
全国石油化工行业劳动模

律师：黄永新、刘森林

范”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广东省优秀职工之友” 等荣誉称号。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李南京先生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90,769,754股，占公司总股本3.53%，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

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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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南京先
生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

法、有效。

职条件。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吴敌：现任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华南理工大学材料学硕士。2010年加入金发科技，曾任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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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二区（深圳）区域经理，营销中心总经理助理。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吴敌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2021年1月14日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吴敌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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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绪：现任公司技术总经理兼界面技术研究所所长，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2012年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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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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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于2021年1月13日在公司2021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向公司董事及有关人员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的通知” ，董事对豁免董事会召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本次会议于2021年1月13日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结束后，以现场及视频通讯会

理工大学材料学博士毕业后加入金发科技。曾任技术研究经理、产品线总经理、技术部部长、产
品部副总经理等职务。曾获广东省青年五四奖章，广州市珠江科技新星和广州市高层次人才等
荣誉称号。
陈平绪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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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绪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戴福乾：现任公司华南公司总经理、海南金发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武汉大学管理学硕士，
1999年加入公司。曾任营销中心区域经理、华南运营部部长、武汉金发总经理、营销中心总经
理。现兼任中国包装联合会副会长。
戴福乾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议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1名，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11名，会议由袁志敏先生
召集和主持，公司全体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召集及召开方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戴福乾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黄河生：现任上海金发、江苏金发总经理，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2000年加入公

则（2015年修订）》的有关规定。经出席会议董事审议并表决，一致形成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司。曾任上海金发区域经理、副总经理。上海市新材料协会副会长、江苏省新材料产业协会副会

公司董事会选举袁志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长、长三角改性塑料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曾获上海市十大杰出青商，上海市青浦区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领军人才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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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内容及风险提示：
1、 公司 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 通 过 律 师 事 务 所 取 得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民初60号），法院判决驳回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对其主张西
藏发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2、截至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2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冻结额度为23,658.8万元， 实际被冻结金额1.21万元； 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
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
注意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一、本案基本情况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
上市公司” 、“
西藏发展” )于2018年7月30日
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通知及涉及诉讼的（2018）京民初60号应诉通知书、传票、民
事起诉状、民事裁定书等文件。根据相关文件显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国投泰康信托
有限公司向北京星恒动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及本公司等被告提起的民事诉讼， 诉讼金额为
368,455,808.77元。（2018）京民初60号案件的开庭时间定为2019年2月27日14:00。
2019年2月27日下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公司委派的律师参加
了开庭审理。法庭经过了法庭调查、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环节，没有当庭宣判。公司委派律师
代表公司当庭向法庭提出：西藏发展出具的承诺函上加盖的公章系伪造，本案系犯罪份子冒
用公司的名义向原告方出具承诺函，公司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王承波以及西藏银河商贸有
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吴刚因涉嫌合同诈骗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正在被调查，该案件为刑
事犯罪案件，公司不应对原告的借款承担保证责任。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2018年8月1日、2018年8月30日、2018年11月27日、2019年3月1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诉讼及诉讼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48、
2018-059、2018-099、2019-024）。
二、最新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13日通过律师事务所取得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民
事判决书（（2018）京民初60号），主要内容为：
原告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泰康公司” ）与被告北京星恒动影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恒动影公司” ）、西藏发展、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易隆兴公司” ）、深圳隆徽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深圳隆徽合
伙企业” ）、千城智联（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城智联公司” ）、三洲隆徽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洲隆徽实业公司” ）、储小晗、李佳蔓、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三洲特种钢管公司” ）、四川三洲川化机核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洲核能设备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法院于2018年5月2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审理，于2018年8月29日召集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并于2019年2月27日公开开
庭进行了审理。被告深圳隆徽合伙企业、千城智联公司、三洲特种钢管公司、三洲核能设备公
司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本院依法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国投泰康公司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1、 星恒动影公司偿还国投泰康公司贷款本金2.5亿
元；2、 星恒动影公司向国投泰康公司支付从2017年3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尚未支付的
利息（以本金2.5亿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0%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3月25日，共计22,454,
742.46元）；3、 星恒动影公司向国投泰康公司支付从2017年6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尚
未支付的违约金（以2.5亿元为基数，按照每日1‰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3月25日，共计53,626,
066.31元）；4、 星恒动影公司向国投泰康公司支付从2016年12月14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的
尚未支付的补仓违约金（以2.5亿元为基数，按照每日0.5‰计算，暂计算至2018年3月25日，共
计42,375,000元）；5、西藏发展、天易隆兴公司、深圳隆徽合伙企业、千城智联公司、三洲隆徽
实业公司、储小晗、李佳蔓、三洲特种钢管公司、三洲核能设备公司对前述1-4项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6、国投泰康公司对星恒动影公司质押的广东群兴玩具股份有限公司1500万股股
票以及孳息的折价、拍卖、变卖价款优先受偿；7、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本案中，国投泰康公司依据其提交的西藏发展出具的《6.27承诺函》，要求西藏发展对星
恒动影公司《信托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但未提交西藏发展相应股东大
会决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十六条：“
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者为他人提供担
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 的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
保，应根据章程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根据西藏发展于2015年6月审议通
过的公司章程及西藏发展公司董事会于2007年12月制定的《对外担保制度》，其中均规定为
他人提供担保应当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西藏发展系上市公司，其公司章程及股东
大会、董事会决议均可经公开渠道获得。但国投泰康公司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在接受《6.27承诺
函》时对西藏发展的章程、股东大会决议等与担保相关的文件进行了审查，故国投泰康公司
不能构成善意，《6.27承诺函》对西藏发展不产生担保效力。法院在审理中明确将担保效力作
为本案审理焦点后，国投泰康公司主张如认定担保无效，其要求西藏发展按照过错承担全部
或二分之一债务清偿责任。法院认为，西藏发展否认《6.27承诺函》上的公章为其公司合法印
章且已经司法鉴定确认，《6.27承诺函》上亦未有西藏发展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的签字，故
《6.27承诺函》不是西藏发展的真实意思表示，西藏发展不承担法律责任。国投泰康公司的请
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
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一
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四十二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 北京星恒动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国投泰康信托有限
公司偿还贷款本金25,000万元及利息（以25,000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3月21日起至2017年6月
4日止，按年利率10%计算，扣除已付利息3,239,701.98元）、逾期付款违约金（以25,000万元为
基数， 自2017年6月5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按年利率24%计算， 扣除已付违约金39,782,
638.89元）；
二、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深圳隆徽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洲隆徽
实业有限公司、储小晗、李佳蔓对北京星恒动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
定的债务范围内， 向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
司、深圳隆徽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洲隆徽实业有限公司、储小晗、李佳蔓在
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北京星恒动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追偿；
三、 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有权对北京星恒动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持有的广东群兴玩
具股份有限公司1500万股股票及其孳息折价、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本判决主文第一项所
确定的债权范围内优先受偿；
四、千城智联（上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四川三洲川化机
核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对北京星恒动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本判决主文第一项所确定的债
务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向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千城智联（上海）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三洲特种钢管有限公司、四川三洲川化机核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在承担
赔偿责任后，有权向北京星恒动影文化传播公司追偿；
五、驳回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84,079元，由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负担188,407.9元（已交纳），由北京星
恒动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深圳隆徽新能源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三洲隆徽实业有限公司、储小晗、李佳蔓共同负担1,695,671.1元。财产保全费5000
元，由北京星恒动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西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深圳隆徽新能源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洲隆徽实业有限公司、储小晗、李佳蔓共同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
院。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目前涉及诉讼的具体情况如下：
诉讼事项

黄河生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2021年1月13日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人选。经过对各位董事的
工作经历、专业方向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与会董事一致同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各专门委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黄河生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公告编号：2021-007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京民初60号诉讼的进展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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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行政大楼

股票简称：*ST西发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曹思颖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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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丰路33号金发科技股份

股票代码：000752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国投泰康
诉西藏发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号：
（2018）京民初60号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2018年08月0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48号
公告

2018年08月3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59号
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99号
公告

2019年3月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24号
公告

2021年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7号
公告

袁长长：现任公司供应链总经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金融理财专业本科毕业。2009年7月加

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入公司，曾任金发科技业务经理、部长助理、营销总经理助理、营销中心副总经理等职务。曾获

序号

专门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1

战略委员会

袁志敏

朱乾宇、肖胜方、孟跃中、李建军

2

提名委员会

肖胜方

孟跃中、袁志敏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朱乾宇

杨雄、袁志敏

4

审计委员会

杨雄

肖胜方、宁红涛

广州市十佳青年企业家、广东省新生代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文明使者等荣誉称号。
袁长长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袁志敏先生之子，目前持有本公司股票5,202,018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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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长长先生符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由董事长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件。

根据《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杨楚周：现任宁波金发董事长兼总经理、新加坡金发董事长。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学士，

定，经公司董事长袁志敏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如下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七届董

2008年加入金发科技，曾任华南运营部华南三区区域经理、部长助理、副部长、公司董事长助

事会一致。

理。兼任中国丙烷脱氢（PDH）工作部主任。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明确表示同意。
姓名

担任职务

同意票

1

李南京

总经理

11票

2

戴耀珊

董事会秘书

11票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详见同日公告的《金发科技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由总经理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李南京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如下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一致。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杨楚周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戴耀珊：现任金发科技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管

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受理的瞬赐
保理诉 西藏发 展票 据付款 请求 权 纠
纷，案号：（2018）川0113民初2099号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65号
公告

2018年09月0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67号
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02公
告

2018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70号
公告

2018年10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76号
公告

戴耀珊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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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董事会审查，戴耀珊先生符合《中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22号
公告

2019年3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26号
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27号
公告

2019年6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78号
公告

2019年7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82号
公告

2019年8月6日

姓名

担任职务

同意票

1

吴敌

副总经理

11票

奉中杰：现任金发科技财务总监。湖南商学院管理学学士。曾任岳阳林纸集团乌干达有限

陈平绪

副总经理

11票

公司财务经理、金发科技资金主管、广州有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和金发

3

戴福乾

副总经理

11票

科技财务部部长。

4

黄河生

副总经理

11票

5

袁长长

副总经理

11票

奉中杰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6

杨楚周

副总经理

11票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奉中杰先生符合《公司法》和《上海证券

7

奉中杰

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11票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91号
公告

2020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39号
公告

2020年5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66号
公告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任职条件。

序号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05号
公告

2019年2月25日

理学学士。2008年加入公司，曾担任人力资源经理、办公室副主任、工会副主席等职务。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明确表示同意。

2018年09月04日

2019年1月4日

杨楚周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

序号

2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吴小蓉诉
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 案号：
（2018）川01民初1985号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根据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通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
本公司” )所管理的部分基金参加了安徽华骐环保科

限售股账面价值（元）

2,538.21

2021年1月14日起，融通基金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
下：
2,538.21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申购，并根据发行人公告的限

限售股账面价 值占 基金
0.00
净资产（%）

0.00

0.00

售期安排，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锁定期

6个月

6个月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规定，本公司现将旗下基金获配安徽华骐环
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网下获配股票限售情况披露如下：

获配股票

华骐环保[300929.SZ]

华骐环保[300929.SZ]

华骐环保[300929.SZ]

获配数量（股）

1,827

1,827

1,827

限售数量（股）

183

183

183

限售股总成本（元）

2,538.21

2,538.21

2,538.21

0.00

0.00

基金代码

1、自2021年1月14日起，凡通过国泰君安证券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开放式基金的投

交易规则等差异带来的特有风险，包括但不限于退市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集中度风

2018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106号
公告

2019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56号
公告

2019年5月22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61号
公告

2019年9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05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09号
公告

2019年9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13号
公告

2020年5月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59号
公告

2020年6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75号
公告

2020年7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80号
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1号
公告

2021年1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4号
公告

2018年09月2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73号
公告

2018年11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98号
公告

2018年11月2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100号
公告

2018年12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108号
公告

2019年5月24日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至中实 2019年6月6日
业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
（2018）浙0103民初4168号
2019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63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68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34号
公告

2020年1月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04号
公告

2020年4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42号
公告

2020年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87号
公告

2020年1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25号
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1号
公告

2018年11月1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95号
公告

2018年11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99号
公告

成都仲裁委员会受理的汶锦贸易诉西 2018年12月22日
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
（2018）成仲案字第1227号
2019年1月1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109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14号
公告

2019年2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21号
公告

2019年3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27号
公告

2019年4月1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35号
公告

2019年5月2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65号
公告

2019年6月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68号
公告

2019年7月1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87号
公告

重庆市渝中区法院受理的重庆海
2019年7月24日
尔小贷有限公司借款纠纷， 案号：
（2018）渝0103民初30492号
2019年9月6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088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06号
公告

2019年12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45号
公告

2020年9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8号
公告

2020年12月2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26号
公告

2019年10月22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21号
公告

2019年12月20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47号
公告

2020年5月19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62号
公告

2020年7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83号
公告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杨淋诉
西 藏 发 展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 案 号 为 ： 2020年8月8日
（2019）川0107民初10403号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2号
公告

2020年9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8号
公告

2020年9月2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01号
公告

2020年11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16号
公告

2020年12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21号
公告

2019年11月9日
2019年12月10日
成都市龙泉驿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日照
晟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西藏发
2020年6月4日
展票据追索权纠纷， 案号：（2019）川
0112民初6523号
2020年6月1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31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9-141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67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78号
公告

2020年7月1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86号
公告

2020年1月15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08号
公告

2020年3月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30号
公告

乌鲁木齐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新疆日 2020年6月10日
广通远投资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
合同纠纷，案号为：（2020）新01民初3
2020年7月18日
号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70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0号
公告

2020年11月1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15号
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1号
公告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4号
公告

重庆中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方芳
诉 西 藏 发 展 合 同 纠 纷 ， 案 号 为 ： 2020年11月13日
（2020）渝05民初1325号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15号
公告

2021年1月4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1-003号
公告

2020年8月8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094号
公告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成都宏祥
顺商贸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 2020年10月14日
纠纷，案号为：（2020）川01民初314号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04号
公告

2020年10月31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12号
公告

2020年9月26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受理的唐山
市中天煤炭运销有限公司诉西藏发展
2020年10月22日
票据追索权纠纷， 案号为：（2020）沪
0115民初66717号
2020年10月31日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受理的陈金满
诉西藏发展借款合同纠纷， 案号为： 2020年12月4日
（2020）京0101民初13007号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02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06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13号
公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20-122号
公告

除此之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进一步核查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经核实确认后若存在应披露的诉讼事项，公司将及时进行披露。
四、其他事项
1、 公 司 于 2021 年 1 月 13 日 通 过 律 师 事 务 所 取 得 北 京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8）京民初60号），法院判决驳回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的部分诉讼请求，对其主张西
藏发展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
2、截至公告日，公司3个主要银行账户和2个非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被
冻结额度为23,658.8万元， 实际被冻结金额1.21万元； 公司持有的西藏拉萨啤酒有限公
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苏州华信善达力创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四川恒生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中诚善达（苏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股权状态为冻结或者轮候冻结，敬请投资者注
意风险。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
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京民初60号）；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月13日

购费，不包括交易所场内模式的申购费。
3、有关上述费率优惠活动的具体费率折扣及活动起止时间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国
泰君安证券的有关公告。
网址：www.gtja.com；

客户服务电话：95521、400-8888-666；

161606（A类）

二、活动内容：

险、系统性风险、政策风险等。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前海开源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 前海开源泽鑫灵活配置混合型 前海开源裕和混合型证券投资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

限售股总成本 占基 金净
0.00
资产（%）

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风险提示：基金资产投资于创业板股票，会面临创业板机制下因投资标的、市场制度以及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97号
公告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阿拉丁控
股集团诉西藏发展民间借贷纠纷，案 2019年9月11日
号：（2018）浙01民初3924号

1、国泰君安证券

基金名称

注：基金资产净值、账面价值为2021年1月12日数据。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

基金名称

6个月

2018年11月22日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一、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名称及基金代码：

2,538.21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2018-071号
公告

关于融通行业景气证券投资基金
参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的公告
基金” ）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签署的销售协议，从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网下获配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2018年9月20日

资者享受费率优惠1折起，基金的具体折扣费率以国泰君安证券公告为准。若申购费率是固
定费用的，则按固定费用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2、费率优惠活动期限：自2021年1月14日起，具体结束日期以国泰君安证券公告为准。

2、融通基金

网址：www.rtfund.com；

客户服务电话：400-883-8088（免长途话费）；0755-26948088。
五、风险提示：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投资有

三、重要提示：

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投资者在办理基金申

1、本次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在

购、交易等相关业务前，应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或其更新

金(前端模式) 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

文件）及相关业务规则等文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资。“
前端模式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 是指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基金时就需要支付申购费的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4日

购买方式。
2、本次优惠活动仅适用于上述开放式基金申购期的场外模式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申

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