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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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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01月15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01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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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1月15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 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1年1月15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1年1月15日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议室（深圳市罗湖

区深南东路209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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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长范志全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0人， 代表股份1,003,111,32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5.2524％。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837,942,44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508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 代表股份165,168,87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744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6人，代表股份38,902,12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2.530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5,547,0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2.312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3,355,07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2182％。

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律师代表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董事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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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01�选举范志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0,697,73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488,543股 。

1.02�选举叶嘉铭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0,697,729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488,533股。

1.03�选举汪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0,757,796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548,600股。

1.04�选举叶远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0,887,73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678,534股。

1.05�选举徐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0,697,8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488,604股。

1.06�选举潘根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1,096,893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887,697股。

2、《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

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2.01�选举刘平春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0,697,792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488,596股。

2.02�选举刘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0,697,795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488,599股。

2.03�选举蔡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0,887,80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678,604股。

3、《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经累积投票表决，下列人员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自本次股东大会

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任期三年。最近两年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

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王宏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1,004,89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795,698股。

3.02�选举周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同意1,000,708,584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36,499,388股。

4、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0,673,9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70％；反对2,228,86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222％；弃权208,5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53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464,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7345％；反对2,228,86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7294％；弃权208,5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53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360％。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00,715,62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12％；反对2,187,161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180％；弃权208,5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53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6,506,4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3.8417％；反对2,187,161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22％；弃权208,53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6,534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36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会议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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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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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1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按《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通知各位董事。经与会董事推举，由董事

范志全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全体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应参加

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的董事9名，此次会议达到法定人数，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决议选举范志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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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志全先生简历附后。

二、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下设创新与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

门委员会。董事会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其组成情况如下：

创新与战略委员会：由范志全先生、叶嘉铭先生、汪洋先生、潘根峰先生、刘平春先生、蔡

强先生组成,其中范志全先生为董事会创新与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提名委员会：由刘平春先生、刘标先生、蔡强先生、范志全先生、叶远东先生组成，其中刘

平春先生为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由刘标先生、刘平春先生、蔡强先生、叶嘉铭先生、徐立先生组成，其中刘标

先生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召集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蔡强先生、刘标先生、范志全先生组成，其中蔡强先生为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主任委员（召集人）。

三、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叶嘉铭先生为公司总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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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铭先生简历附后。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聘任总裁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执行总裁、

副总裁、财务总监、总工程师的议案》。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议聘任汪洋先生担任公司执行总裁，聘任叶

远东先生、胡明晖先生、李卫社先生、叶益元先生、郭文宁先生、张志文先生、常喜哲先生、李莉

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聘任屈才云女士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徐立先生担任公司总工程师。

前述人员任期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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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附后。

五、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议聘任郭文宁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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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宁先生简历及联系

方式附后。

郭文宁先生已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董事会秘书任职

资格已获深圳证券交易所无异议审核通过。

六、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控中心

负责人的议案》。

决议聘任赵波先生担任公司内控中心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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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波先生简历附后。

七、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

代表的议案》。

决议聘任李儒谦女士和田迪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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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儒谦女士和田迪女士简历及联系方式附后。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附：

一、董事长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范志全先生，中国国籍，1966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EMBA，高级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

建造师协会（CIOB）会员。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中国建筑装饰

行业综合科学研究院院长。历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等职。范

志全先生曾获“中国建筑装饰三十年优秀企业家” 、“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深圳市先进生

产者” 、“中国（行业）十大领军人物” 、“深商风云人物” 、“深圳企业新纪录企业家特别贡献

奖”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优秀项目经理”等荣誉。

截止目前，范志全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847,500股。除上述情况外，范志全先生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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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经

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叶嘉铭先生，中国香港籍，1987年生，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专业，清华大学五道口

金融学院EMBA在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总裁；2011年入职公司

以来先后任职和分管工程管理、供应链管理、合规与风控、企业技术创新及工程产业金融等部

门的工作。历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工程中心总经理、广田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首席风控官、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等职务。

截至目前，叶嘉铭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叶远西先生之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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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

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 不存在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汪洋先生，中国国籍，1976年生，清华大学EMBA，高级工程师，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协会

（CIOB）会员。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执行总裁；历任深圳广田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秘书，深圳市广田置业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总经理助理，深圳广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常务副总经理等职。

截止目前，汪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562,500股。除上述情况外，汪洋先生与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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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叶远东先生，中国国籍，1959年生，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建造师，英

国皇家特许建造师协会（CIOB）会员。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总

裁，历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采购部经理、工程部经理、长沙分公司总经理

等职。叶远东先生曾获“深圳市优秀项目经理” 、“全国诚信建设先进人物” 、“全国建筑装饰

优秀项目经理”等荣誉。

截止目前，叶远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3,750股，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叶远西之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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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

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

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胡明晖先生，中国国籍，1980年生，研究生学历，EMBA，中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项

目管理师资格。现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中心总经理，贵阳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办企管部经理。

截止目前，胡明晖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胡明晖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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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卫社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生，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方工业大学、东北林业大

学客座教授,国家一级建造师，英国皇家特许建造师协会(CIOB)会员，中国建筑装饰行业协会

专家，深圳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现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深圳广田方特科建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历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工程师、执行总裁等职。李卫

社先生，曾荣获“全国杰出中青年室内建筑师” 、 "鲁班奖工程项目经理"、"创建鲁班奖工程先

进个人"、“亚太区室内设计大赛优秀奖” 、“全国建筑工程装饰奖” 、“中国室内设计大赛优秀

奖” 、“全国建筑装饰行业科技示范工程科技创新奖” 等荣誉。

截止目前，李卫社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600,000股。除上述情况外，李卫社先生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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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叶益元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生，现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任职于深

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总经理助理、大客户部总经理、精装集团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叶益元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00,000股。除上述情况外，叶益元先生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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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郭文宁先生，中国国籍，1984年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拥有证券从业资格，已取得深

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现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

2009�年以来， 历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及广田集团下属公司上海友迪

斯数字识别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深圳市广融工程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截止目前，郭文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郭文宁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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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志文先生，中国国籍，1974年生，研究生学历，EMBA,中级工程师。现任深圳广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曾任职浙江亚厦幕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张志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张志文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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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常喜哲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沈阳新乐工学院团委书

记、教务处干事；沈阳远大集团北京公司副总经理；北京江河集团泛东北亚大区总经理。2018

年6月加入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截止目前，常喜哲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常喜哲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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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莉女士，中国国籍，1976年生，大学本科，中共党员。现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行政中心负责人，曾任职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品牌总监、

行政中心总经理；深圳市航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车联网事业部副总经理；深圳市

华盛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常务副总经理；深圳清华信息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深

圳高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曾获深圳高新区“优秀工作者” 、优秀党务工作

者“等称号。

截止目前，李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李莉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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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屈才云女士，中国国籍，1986年生，本科学历，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金融财务MBA，中

国注册会计师。现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曾在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工作6年，于2014年加入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公司财务经理、财务中心总经理

助理、合规风控中心总经理助理。

截止目前，屈才云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屈才云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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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徐立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建造师。深圳广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总工程师。曾任深圳海外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设计院院

长。主编了《建筑装饰施工标准》、《建筑装饰环保施工标准》、《建筑装饰标准施工图集》，主

持编制了《深圳保障性住房户内装饰装修设计指引》，参编第四、五版《建筑施工手册》及一

级建造师教材《建筑工程管理与实务》。徐立先生曾荣获深圳首届杰出中青年设计师、中国建

筑十佳工程师、深圳十大科技人物、深圳优秀建造师等荣誉称号。

截止目前，徐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徐立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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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赵波先生，中国国籍。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工科学士，加拿大皇家大学MBA。高级经

济师，国家一级建造师，并拥有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注册监理工程师、私募基金、证券分

析等从业资格。现任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规风控中心负责人、深圳市广融工程产业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广融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长、深圳市广融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法人董事长，兼任深圳市广田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理事长、中国建筑装饰协会绿色

发展竞争力指数专家库成员。2005年进入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曾担任总裁办主任、董

事长办公室主任、监事会主席、总经济师、投资部总经理、广田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集团风控专家等职务。

截止目前，赵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赵波先生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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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经公司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儒谦女士，中国国籍，1991年出生，本科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2014年12月就职于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2015年5月至2017年8月担任公

司证券事务助理，2017年8月至今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李儒谦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李儒谦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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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

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

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田迪女士，中国国籍，1988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曾就职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平安信托责任有限公司、华宸未来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2017年3月加入广田集团，先后任广田集团下属子公司深圳市广融工程产业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合规风控部经理、广田集团总裁秘书。

截止目前，田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情况外，田迪女士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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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其任职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

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二、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755-2588666-1187

传真：0755-22190528

邮箱：zq@szgt.com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98号广田集团

邮编：518001

证券代码：002482� � � �证券简称：广田集团 公告编号：2021-003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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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15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按《公司章程》相关规定通

知各位监事。本次会议由王宏坤先生主持，会议应参加监事3名，实际参加监事3名，董事会秘

书列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

议：

一、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

决议选举王宏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其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时止，王宏坤先生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附：简历

王宏坤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生，本科学历，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主席。历任深圳市广田置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总经理助理及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办公室副主任、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监事会主席。王宏坤先生曾获新财富第八届、第九

届、第十届金牌董秘，深圳证监局2012年度、2013年度优秀董秘，深圳市罗湖区菁英人才等荣

誉称号。

截止目前，王宏坤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43,750股。除上述情况外，王宏坤先生与持有公

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候选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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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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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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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4、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议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曾芳勤女士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2021年1月15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月15日的交易

时间，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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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1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黄江镇裕元工业园精成二路1号福泰厂办公楼

5、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37人，代表公司

股份4,720,065,889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7.011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公司股份4,498,282,947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63.8625%；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30人， 代表公司股份221,782,942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3.148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表）共34人，代表

公司股份290,578,71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1254%。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4,717,638,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486%；反对2,427,189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51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8,151,5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1647%；反

对2,427,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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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二）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

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4,718,46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661%；反对1,601,689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3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8,977,0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88%；反

对1,601,6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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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三）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4,718,464,2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661%；反对1,601,689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33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88,977,0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4488%；反

对1,601,6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55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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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四）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

案》

同意4,720,016,0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89%；反对48,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10%；弃权1,8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0,528,9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

对4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5%；弃权1,8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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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6%。

表决结果：通过。

（五）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2020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4,720,016,0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89%；反对49,8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1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0,528,9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29%；反

对4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7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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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4,720,017,8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0%；反对48,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0,530,7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5%；反

对4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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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增外汇衍生性商品交易业务额度的议案》

同意4,720,017,8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99.9990%；反对48,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1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290,530,7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35%；反

对48,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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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市金杜（深圳） 律师事务所律师担任了本次股东大会的见证律师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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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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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管理办

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9号一一股权激励》（以下简称“《办理指

南》” ）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或“本公司” ）针对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

划” ）采取了充分必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登记备案。

2020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2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0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等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12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管理办法》《办理指南》的有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在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公告前6个

月内（即2020年6月21日至2020年12月21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品种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草案

公告前6个月内（2020年6月21日至2020年12月21日）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并由

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以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公司在筹划本激励计划的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公司《内幕

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并采取相应保密措

施。公司已将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登记，内幕信息严格控制在《内幕信息知情

人登记表》登记人员范围之内，在公司发布本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信息泄露的情

形。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

更查询证明》以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除下表列示的人员外，其余核查对

象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自查期间累计买入

公司股票数量

自查期间累计卖出

公司股票数量

1 李晓青 财务总监 - 375,000

2 姚远 人力资源部总监 34,350 -

3 谭建文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5,600 34,800

4 莫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500

5 赵一方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9,100 -

6 蓝燕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0 3,000

7 黄志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5,000 25,000

8 唐纪波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700 -

9 王尹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8,200 41,500

10 豆等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0 5,500

11 刘永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0 1,200

12 唐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100

13 胡建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00 1,700

14 杨建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400 5,500

15 刘惠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3,700 33,700

16 赵庆国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0,000 110,000

17 解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300 15,900

18 廉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86,100 286,100

19 许帆萍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0 5,200

20 戴海潮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3,100 63,100

21 蒋文龙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700 3,700

22 李秀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 500

23 莫佟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00 1,000

24 郑嘉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00 10,000

25 罗师秦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475 18,475

26 王兴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0 700

27 田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28 周元柱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00 1,100

29 王旦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800 3,800

30 杨光巧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7,300 307,300

31 郑丽萍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100 8,700

32 尹文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700 1,000

33 黎阳雨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475 100

34 陈志标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 3,300

35 邓耀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100 8,100

36 谭志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300

37 邓香莲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4,975 24,975

38 王国良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700 23,700

39 梁荣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 9,600

40 袁国先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700 -

41 陈刚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800 1,800

42 肖健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00 2,900

43 林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200 6,500

44 梁巧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00 1,000

45 王亚勇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700 30,700

46 朱哲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825 73,125

47 吴永良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9,200 19,200

48 刘映霞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3,300 12,500

49 施铭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600 5,600

50 李思娴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00 -

51 米晓云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6,050 46,050

52 孔德龙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925 32,500

53 于全耀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 800

54 时令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0 700

55 邱遂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200 7,400

56 吴伟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200 -

57 贺飞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2,125 121,025

58 刘棠良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8,400 28,500

59 李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800 1,900

60 周明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250 9,950

61 奉祥彪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800

62 黄凤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5,600 78,900

63 康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800 5,500

64 林家中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35,875 393,000

65 曹金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0 -

66 贺英凡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57,100 96,300

67 薛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300 1,300

68 钱竹红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500 7,600

69 黄带娣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9,325 23,200

70 李亚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6,700 16,700

71 柏大方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300 1,300

72 王林浩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200 2,200

73 邹旭武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675 12,675

74 向磊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300 3,300

75 刘维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5,850 15,850

76 彭明宇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2,800 18,900

77 邓启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400

78 刘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700 15,900

79 彭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800 2,400

80 李佳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 100

81 胡倩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5,750 15,750

82 梁丽红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600 1,100

83 陈健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00 1,300

84 褚赛男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8,500 27,700

85 崔士萍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00 -

86 王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5,200 35,200

87 胡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000 10,000

88 常启龙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0 700

89 李仁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600 9,600

90 汪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45,300 315,600

91 万建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6,625 58,450

92 黄义容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900 1,900

93 王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200 7,200

94 朱晓辉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0 400

95 李红娜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800 6,300

96 李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00 -

97 罗维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100 16,400

98 吴华山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100

99 杨恒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000 1,100

100 贡晶晶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475 11,475

101 李彬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5,975 14,375

102 周跃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475 23,975

103 蒋萍琴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7,500 40,000

104 刘壮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6,525 39,325

105 魏巍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9,100 30,300

106 陆克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950 14,950

107 蒋小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3,650 35,550

108 刘兵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0,050 76,850

109 张爱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250 -

110 黄金荣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2,275 50,000

111 于仁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8,850 18,850

112 赵宝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475 11,475

113 唐健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9,275 35,675

114 李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0,750 65,650

115 刘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25,000 -

116 陈高楼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7,250 17,250

117 吴志玲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8,750 58,750

118 许少华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475 11,475

119 朱鹏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475 11,475

120 易海叶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8,325 -

121 万里鹏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5,525 50,500

122 杜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425 7,425

123 顾大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7,300 27,000

124 邱龙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850 14,850

125 王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475 11,575

126 范慧琪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800 1,800

127 冉俊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400 11,400

128 龚昌桥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600 2,900

129 杨飞龙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0 1,000

130 单军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1,400 8,200

131 陈启欢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8,800 52,000

132 马雷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825 35,825

133 陈孔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775 3,875

134 焦洋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1,925 10,425

135 夏孝进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2,275 24,775

136 刘井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725 49,300

137 江益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650 6,150

138 贾正红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725 14,725

139 姚岩岩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900 900

140 刘成永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000 3,000

141 陈强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400 7,400

142 尹翠兰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 200

143 陈梁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53,600 30,000

144 徐享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45 骆燕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0 -

146 蒋成武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0 1,000

147 祝华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0 1,000

148 何世民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76,400 36,900

149 吕丹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0 2,000

150 赵琳琳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300 1,500

151 张东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00 100

152 刘超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400 800

153 王征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2,100 32,100

154 王科林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

155 聂琼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0 -

156 温嘉陵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31,300 31,300

157 吴桐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10,700 10,000

158 王子龙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 200

159 孙德强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20,000 16,000

160 李哲生 中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48,900 48,900

注1：公司财务总监李晓青女士，因个人资金需求，于2020年8月6日披露了减持计划，拟以

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75,000股。 关于本次减持的有关情况， 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0年8月6日、2020年9月2日、2020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87）、《关于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99）、《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

划实施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124）。自查期间，李晓青女士上述股票交易系其按照已

公开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而实施的减持行为，不存在利用本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

交易的情形。

注2：部分核查对象因参与2018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而持有的股票期权，在

自查期间因获准行权而买入的股票数量亦计算在内。

经核查： 上述160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交易变动系其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

判断以及个人资金安排而进行的操作，其在交易时点并未知悉本激励计划的具体方案要素等

相关信息，不存在因知悉内幕信息而存在内幕交易的情形。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在《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公告前6个月内，全体核查对象未发现利用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或泄露本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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