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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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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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9年01月10日 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01月 09日———2019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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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01月10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 01月09�日15：00�

至 2019�年 01月1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合明先生主持。 2018�年 12月 25日，

公司董事会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3、股权登记日：2019�年 01�月 07�日

4、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科兴科学园A2-9楼会议室。

5、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4人， 代表股份291,157,08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7799％。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290,242,60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5.66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914,4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2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 代表股份915,47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12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914,47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24％。

6、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1,136,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2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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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5,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35％；反对2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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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2.0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1,136,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2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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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5,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35％；反对2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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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3.00�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1,136,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2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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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5,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35％；反对2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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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案4.00�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91,136,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31％；反对20,2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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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895,27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935％；反对20,2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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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侯其锋、叶永开

3、结论性意见：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0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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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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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

2019年1月10日在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视频和通讯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2019年1月7日，公司以书面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召开董事会会议的通知。

因工作安排原因，储晓明董事长未能参加现场会议，会议由冯戎副董事长主持。 会议应参

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其中储晓明董事、王洪刚董事、谢荣独立董事、黄

丹涵独立董事以通讯方式参加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部分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经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决议

如下：

一、同意提名杨秋梅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次选举独立董事议案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对独立董事候选人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杨秋梅，女，汉族，1965年8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曾任Civic� Education� Project�

（耶鲁大学和中欧大学合办的国际支援教育项目）驻拉托维亚特聘经济学教授；经济合作

发展组织经济学研究员；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经济系和东亚研究所客座教授；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规划发展委员会委员，国际部副主任，基金监管部副主任；香港交易及结算

所有限公司高级管理委员会委员、市场发展部副主管及内地业务发展部主管；美国投资公

司协会亚太区执行副总裁、亚太区行政总裁。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没有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公

司董事的其他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

职条件。

杨秋梅女士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

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有关《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及杨秋梅女士《关于参加独

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承诺函》 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二、同意《关于增加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杨秋梅女士就任独立董事后，增加其担任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同意《关于聘任联席公司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阳昌云先生及方圆企业服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霍宝儿

女士为联席公司秘书。 该等聘任自公司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上市交易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霍宝儿女士是方圆企业服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方圆” )�的总监。 加入

方圆前， 霍女士曾于一间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科任职近十

三年。 霍女士是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 她持有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荣誉学士学位，主

修会计学， 並於香港大学取得法学硕士(公司法及金融法)学位。

四、 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制

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

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股东大会批准修改

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

对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

将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待公司公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此之前，公司现行《独立董事制度》继续

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详见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 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

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股东大会批准修改

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

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将

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待公司公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此之前，公司现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继

续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六、 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

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股东大会批准修改

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

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将

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待公司公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此之前，公司现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继

续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七、 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

度》，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

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股东大会批准修改

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

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将

在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待公司公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此之前，公司现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继

续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

员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

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待公

司公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

并实施。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董事会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九、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

作细则》。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节、

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待公司公开

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

会工作细则》。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

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工作细则》，待公司

公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

实施。 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工作细则》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 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

度》。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节、条款、生效

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待公司公开发行的境

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本次发

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详见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二、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

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待公司公

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

施。 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三、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

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

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待

公司公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

效并实施。 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继续

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H股发行后适

用）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四、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年

报工作制度》。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

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年报工作制度》，待公司公

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

施。 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年报工作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详

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五、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年报工作规程》。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

节、条款、生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待公司

公开发行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

实施。 在本次发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H股发行后适用）

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六、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节、条款、生

效条件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待公司公开发行的

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本次

发行并上市前，公司现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H股发行后适用）详见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十七、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

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待公司公开发行的境外上

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本次发行并

上市前，公司现行《内部控制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八、同意修订的H股发行后适用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制度》。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的人士，可根据境内外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外监管机构的要求

与建议、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实际情况等，对经本次会议审议修改的《申万宏源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制度》进行调整和修改（包括但不限于对文字、章节、条款、生效条件

等进行调整和修改）。

本次通过的《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待公司公开发行的境外上

市外资股（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挂牌交易之日起生效并实施。 在本次发行并

上市前，公司现行《风险管理制度》继续有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九、通过《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工作细则（试行）》。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通过《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方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一、 通过《关于审议〈申万宏源2017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清算方案〉 的议

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十二、同意于近期在公司北京会议室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

长储晓明先生根据本公司实际情况，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确定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具体召开时间。

待股东大会召开时间确定后，及时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关于召开公司2019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相关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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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业绩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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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2、预计的经营业绩：同向上升

3、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0%—30%

盈利：65,918.83万元

盈利：65,918.83万元-85,694.48�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约1.19�元—1.55元 盈利：1.22元

二、业绩预告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18年公司收入保持稳定，毛利率有所上升，财务费用中利息支出减少，汇兑收益增

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1、2018年非经常性损益合计1,455.23万元， 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数为1,455.23万

元。

2、上述预测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财

务数据将在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3、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亚圣象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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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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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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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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1月10日（星期四）下午02:0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月9日-2019年1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

1月10日交易时间，即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月9

日下午15:00至2019年1月10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

深圳市龙华区观澜街道桂月路325号京泉华工业园前台I号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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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立品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人，代表股份79,559,9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20,000,

000股）的66.299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68,122,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6.768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1,437,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15％。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出席情

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9,731,0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092％。 其中：出席现场

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043,2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2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

4,687,8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6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为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张立品先生、程扬先生、鞠万金先生、汪兆华先生、李战功先生、张礼扬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1、选举张立品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2、选举程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3、选举鞠万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4、选举汪兆华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5、选举李战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6、选举张礼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刘宏先生、李茁英女士、董秀琴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选举刘宏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2、选举李茁英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03、选举董秀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何世平先生、吕小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监事谢光元

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选举何世平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02、选举吕小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三届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更换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9,559,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9,731,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0.0000%； 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王萌律师、沈娉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京泉华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

2019-004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0日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经参会股东

表决同意张立品先生、程扬先生、鞠万金先生、汪兆华先生、李战功先生、张礼扬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同意刘

宏先生、李茁英女士、董秀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0）。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

名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在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前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通过。 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的人数未低于公司董事总数的

三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翟江涛先生、独立董事柳木华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亦不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 公司及董事会对翟江涛先生、柳木华先生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885

证券简称：京泉华 公告编号：

2019-005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1月10日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换届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经参会股东表决同意何世平先生、吕小荣先生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谢光元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上述人员任

期自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18年12月26日披露于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公司监事会

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81）。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任职资格，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公司制度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公

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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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

未担任公司监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孔昆先生因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公司监事职务。 公司及监事会对孔昆先生在任职期间的

勤勉尽责以及为公司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京泉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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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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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于2019年1月9日14:00以现场结合通

讯方式召开。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的通知时限要求。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本

次董事会由公司董事长左洪波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贷款及授信增加担保的议案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德有限” ）银行贷款及授信放款事

宜，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江西新航科技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三家全资子公司北海市硕华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2,000

万元）、北海市新拓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100万元）、景德镇市中天水晶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300万元）100%股

权质押给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 ），为奥瑞德有限在广发银行的并购贷款及授

信事宜追加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贷款及授

信增加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9-002）。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召开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上述议案需提交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时间以公司披露的股东大会通知为准。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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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贷款及授信

增加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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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担保人名称：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奥瑞德有限”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新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航科

技” ）本次为奥瑞德有限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53亿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为奥瑞德有限提

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1.94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逾期担保金额累计人民币31,176.39万元。

一、子公司前期申请银行并购贷款及授信情况

1、 公司分别于2016年11月14日、2016年11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01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申请贷款或银行授信暨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议案》，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向广发银行哈尔滨松北支行（后更名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区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

行新区支行” ）申请六年期并购贷款人民币6亿元。 公司为奥瑞德有限前述贷款提供担保；公司以全资子公司新航科技

的全部股权为前述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左洪波、褚淑霞夫妇为前述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11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拟申请贷款或银

行授信暨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88）。

2、公司分别于2017年10月24日、2017年11月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017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拟申请银行授信暨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向

广发银行新区支行申请一年期综合授信人民币2亿元，公司为奥瑞德有限前述授信提供担保，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左洪

波、 褚淑霞夫妇为前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0月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拟申请银行授信暨实际控制人及公司提供担保的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17-132）。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奥瑞德有限已归还部分并购贷款及授信，剩余担保金额为人民币4.53亿元。

二、 本次子公司为子公司增加担保的情况

为进一步落实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银行贷款及授信放款事宜， 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新航科技将其持有的三

家全资子公司北海市硕华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2,000万元）、北海市新拓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100

万元）、景德镇市中天水晶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金人民币300万元）100%股权质押给广发银行新区支行，为奥瑞德有

限在广发银行新区支行的并购贷款及授信事宜追加担保。

三、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拾壹亿柒仟伍佰玖拾玖万玖仟玖佰捌拾肆圆整

3、经营范围：蓝宝石晶体材料、半导体衬底晶圆、衬底片、光电窗口材料、激光窗口材料及光电功能材料、光电涂层材

料、光纤连接器接头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晶体生长设备、加工设备、专用刀具研制、开发、制造、租赁、销售及进出口

贸易；蓝宝石生产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技术服务；陶瓷材料、复合材料制品、工模具、机械加工刀具、工矿配套

机电产品、五金建材、化工原材料(化学危险品、毒品除外)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玻璃热弯、成型及光学加工设备的

研发、制造、销售及进出口贸易；光电薄膜、量子点薄膜、功能性镀膜、类金刚石镀膜产品及装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进出

口贸易；LED灯及光膜组、QLED模组、OLED模组、显示屏、显示器件、模组及机器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进出口贸易;

蓝宝石工艺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及进出口贸易（以上项目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除外）。

4、法定代表人：左洪波

5、注册地址：宾县宾西经济开发区海滨路6号

6、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829,155,765.48 6,587,748,561.30

总负债 3,256,943,754.90 4,026,106,326.40

净资产 2,551,911,416.85 2,540,028,308.43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830,599,869.39 1,187,790,276.99

净利润 11,883,108.42 65,858,998.90

7、与上市公司关系：被担保人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 审批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2019年1月9日，公司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为子公司银行贷款及授信增加

担保的议案》，应参加表决董事6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增加担保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增加担保是为进一步落实奥瑞德有限的放款事宜，满足

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19,390.7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比例为45.31%，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逾期担保金额人民币31,176.39万元。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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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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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风险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尚未开庭或一审判决

●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累计涉案的金额：人民币404,749,508.00元

● 预计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及子公司涉及案件尚未审结或生效执行。 （2018）浙0103民初2599、2600、

2601、2603、2604、2608号及（2018）浙01民初866号、(2018)浙01民初867号已经一审判决，若最终按照一审判决执行，则

累计涉及金额约364,041,600元，将对公司本期利润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将在案件审结后以审计机构年度

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收到民事起诉状尚未开庭，涉及金额40,707,908元。

近期，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奥瑞德” ）及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奥瑞德有限” ）收到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下城法院”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杭州中院” ）民事判决书，另收到民事起诉状一份。 现将有关事项基本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主要情况

（一）（2018）浙0103民初2599、2600、2601、2603、2604、2608号民事判决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朱丽美

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

2.�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朱丽美与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分别于2017年8月30日、9月4日、9月20日签订六份借

款合同，约定原告朱丽美分别向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提供借款7,500万元（借款期限2017年9月1日至2017年11月30

日）、2,100万元 （借款期限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2月7日）、4,200万元 （借款期限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2月7

日）、4,400万元 （借款期限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2月7日）、1,000万元 （借款期限2017年9月20日至2017年12月7

日）、4,300万元（借款期限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2月7日），共计2.35亿，月利率3%，具体借款、还款时间以银行汇款

凭证等为准。 被告方思远、叶刚向原告出具担保函，为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自2017年8月30日至2018年8月30日止期

间的全部借款在最高本金余额7亿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借款合同签订后，朱丽美依约交付了全部借款。上述借款交付后，奥瑞德等被告刚开始能正常支付利息，但借款期限

届满后，被告未能归还本金，利息仅支付至2017年12月15日。

此外，2017年9月27日至12月1日期间，被告左昕分别向原告朱丽美归还案涉借款本金共计4,500万元。

3.�原告诉讼请求

（1）关于第一份借款合同

1）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3,000万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 奥瑞德有限共同支付原告逾期还款违约金240.66万元（自2017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

2018年4月16日，此后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为止）；

3）请求判令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负担。

（2）关于第二份借款合同

1）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2,100万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 奥瑞德有限共同支付原告逾期还款违约金168.46万元（自2017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

2018年4月16日，此后以2,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为止）；

3）请求判令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负担。

（3）关于第三份借款合同

1）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200万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 奥瑞德有限共同支付原告逾期还款违约金336.92万元（自2017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

2018年4月16日，此后以4,2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为止）；

3）请求判令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负担。

（4）关于第四份借款合同

1）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400万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 奥瑞德有限共同支付原告逾期还款违约金352.96万元（自2017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

2018年4月16日，此后以4,4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为止）；

3）请求判令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负担。

（5）关于第五份借款合同

1）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1,000万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 奥瑞德有限共同支付原告逾期还款违约金80.22万元 （自2017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

2018年4月16日，此后以1,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为止）；

3）请求判令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负担。

（6）关于第六份借款合同

1）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共同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300万元；

2） 请求判令被告奥瑞德、 奥瑞德有限共同支付原告逾期还款违约金344.94万元（自2017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

2018年4月16日，此后以4,3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为止）；

3）请求判令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的上述债务向原告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

4）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共同负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杭州下城法院已于2018年9月18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情况如下：

（1）关于第一份借款合同

1）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借款本金3,000万元；

2）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原告违约金40.66万元（以3,0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

2017年12月16日暂计至2018年4月16日，再扣减被告诉讼中支付的200万元，实际应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3）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上述债务向原告朱丽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原告朱丽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各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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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03,83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08,833由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

方思远、叶刚共同负担。

（2）关于第二份借款合同

1）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借款本金2,100万元；

2）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支付原告违约金48.46万元（以2,1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

2017年12月16日暂计至2018年4月16日，再扣减被告诉讼中支付的120万元，实际应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3）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上述债务向原告朱丽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原告朱丽美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各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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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55,22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160,223元，由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

昕、方思远、叶刚共同负担。

（3）关于第三份借款合同

1）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借款本金4,200万元；

2）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预期还款违约金336.92万元（以4,200万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12月16日暂计至2018年4月16日，实际应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3）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上述债务向原告朱丽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各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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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68,646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73,646元，由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

昕、方思远、叶刚共同负担。

（4）关于第四份借款合同

1）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借款本金4,400万元；

2）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逾期还款违约金352.96万元（以4,400万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12月16日暂计至2018年4月16日，实际应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3）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上述债务向原告朱丽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各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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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9,44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84,448元，由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

昕、方思远、叶刚共同负担。

（5）关于第五份借款合同

1）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借款本金1,000万元；

2）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逾期还款违约金80.22万元（以1,000万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12月16日暂计至2018年4月16日，实际应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3）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上述债务向原告朱丽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各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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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6,613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91,613元，由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

方思远、叶刚共同负担。

（6）关于第六份借款合同

1）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借款本金4,300万元；

2）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丽美逾期还款违约金344.94万元（以4,300万元

为基数，按月利率2%自2017年12月16日暂计至2018年4月16日，实际应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止）；

3）被告左洪波、褚淑霞、左昕、方思远、叶刚对上述债务向原告朱丽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如果各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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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74,047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共计279,047元，由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

昕、方思远、叶刚共同负担。

截至本公告日，被告对上述案件均已提起上诉。

（二）（2018）浙01民初866号民事判决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朱丽美

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9月4日，朱丽美与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向朱丽

美借款7,6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2月7日，月利率为3%，左洪波、褚淑霞、左昕向朱丽美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具体借款、还款时间已银行汇款凭证为准等。借款合同签订后，朱丽美依约交付了全部借款。上述借款交付后，

奥瑞德等人刚开始能正常支付利息，但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未能归还本金，利息仅支付至2017年12月15日。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共同归还朱丽美借款本金7,600万元。

（2） 请求判令奥瑞德、 奥瑞德有限共同支付朱丽美逾期还款违约金593.62万元 （自2017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

2018年4月16日，此后以7,6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2%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为止）。上述第1、2项诉讼请

求金额合计8,209.67万元。

（3）请求判令左洪波、褚淑霞、左昕对奥瑞德、奥瑞德有限的上述债务向朱丽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请求本案诉讼费有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共同负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杭州中院已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情况如下：

（1）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朱丽美借款76,000,000元；

（2）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丽美违约金6,080,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7年12月

16日起暂计至 2018年4月15日，此后违约金以未清偿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左洪波、褚淑霞和左昕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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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452,

284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和左昕共同负担。

截至本公告日，被告已提起上诉。

（三）(2018)浙01民初867号民事判决

1.�案件当事人

原告：朱丽美

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

2.�案件基本情况

2017年9月4日，朱丽美与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签订借款合同，约定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向朱丽

美借款7,400万元，借款期限为2017年9月8日至2017年12月7日，月利率为3%，左洪波、褚淑霞、左昕向朱丽美承担连带

责任保证，具体借款、还款时间已银行汇款凭证为准等。借款合同签订后，朱丽美依约交付了全部借款。上述借款交付后，

奥瑞德等人刚开始能正常支付利息，但借款期限届满后，被告未能归还本金，利息仅支付至2017年12月15日。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共同归还朱丽美借款本金7,400万元。

（2）请求判令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共同支付朱丽美逾期还款违约金593.� 62万元（自 2017年12月16日起暂计算至

2018年4月16日，此后以7,400万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的标准计算至全部本金清偿完毕之日为止）。

上述第1、2�项诉讼请求金额合计7,993.62万元。

（3）请求判令左洪波、褚淑霞、左昕对奥瑞德光、奥瑞德有限的上述债务向朱丽美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左昕共同负担。

4.�案件进展情况

杭州中院已于2018年11月22日作出一审判决，判决情况如下：

（1）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朱丽美借款74,000,000元；

（2）奥瑞德、奥瑞德有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朱丽美违约金 5,920,000元；（按月利率2%自2017年12

月16日起暂计至2018年4月15日，此后违约金以未清偿本金为基数按月利率2%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左洪波、褚淑霞和左昕对上述第一项、第二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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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441,481元，财产保全申请费5,000元，由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左洪波、褚淑霞和左昕共同负担。

截至本公告日，被告已提起上诉。

二、民事起诉状有关情况

1.�诉状当事人

原告：王悦英

被告：奥瑞德、奥瑞德有限、哈尔滨秋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左洪波、褚淑霞

2.�诉状基本情况

2017年12月6日，奥瑞德与王悦英签订《借款暨担保协议》，约定：奥瑞德因垫还银行贷款需要，向王悦英借款人民

币5,000万元；借期自2017年12月7日至2018年2月6日止；月息6%；逾期利息按日息千分之二结算；款项汇入左洪波的个

人帐户；奥瑞德有限、哈尔滨秋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左洪波、褚淑霞对此借款提供连带担保，保证期间为2年。

2017年12月7日，王悦英将5,000万元款项汇入左洪波的个人帐户。 同日，奥瑞德有限出具5，000万元借据及财务收

据。 奥瑞德收到款项后仅偿还部分本息。 截止2018年4月28日，奥瑞德尚欠本金3，914.2219万元。

3.�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奥瑞德偿还借款本金计人民币3,914.2219�万元及利息（自2018年 4月29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期

间，按月息2%计算， 其中截止2018年6月28日所欠的利息为156.5689万元。 ）；

（2）请求判决奥瑞德有限、哈尔滨秋冠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左洪波、褚淑霞对上述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3）请求诉讼费用由五名被告共同负担。

4.�诉状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收到起诉状，尚在审理中。

三、其他事项

1.左洪波先生于2018年5月30日出具了书面的《确认函》对相关事宜确认如下：

“1、奥瑞德未为本人或本人关联方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本人与自然人朱丽美的

民间借贷纠纷与公司及奥瑞德有限无任何关联。

2、奥瑞德及奥瑞德有限如因上述民间借贷纠纷遭受任何风险或损失的，由本人负责承担或赔偿。

3、本确认函及确认事项于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对本人产生完全的法律约束力；未经奥瑞德及奥瑞德有限书面同

意，本人不对本承诺函及承诺事项进行任何撤销、撤回、变更或终止。

4、因上述民间借贷纠纷导致的信息披露、责任承担等相关事项，需本人配合签署其他相关文件的，本人承诺无条件

配合奥瑞德及奥瑞德有限签署相关文件。 ”

2.左洪波先生于2018年5月30日出具了书面的《确认函》对相关事宜确认如下：

“1、本人近期正在与王悦英进行协商，争取尽快签署补充协议。

2、奥瑞德及奥瑞德有限如因上述民间借贷纠纷遭受任何风险或损失的，由本人负责承担或赔偿。

3、本确认函及确认事项于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并对本人产生完全的法律约束力；未经奥瑞德及奥瑞德有限书面同

意，本人不对本承诺函及承诺事项进行任何撤销、撤回、变更或终止。

4、因上述民间借贷纠纷导致的信息披露、责任承担等相关事项，需本人配合签署其他相关文件的，本人承诺无条件

配合奥瑞德及奥瑞德有限签署相关文件。 ”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涉及案件尚未审结或生效执行。

（2018）浙0103民初2599、2600、2601、2603、2604、2608号及（2018）浙01民初866号、(2018)浙01民初867号已经一

审判决，若最终按照一审判决执行，则累计涉及金额364,041,600元。 将对公司本期利润造成重大负面影响，最终会计处

理将在案件审结后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收到民事起诉状尚未开庭，涉及金额40,707,908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