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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证券代码：

000676

证券简称：智度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43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最高

不超过人民币3.8亿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 授权公司董事长在额度范围内行使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

法律文件，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及财务负责人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8年7月5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54）。

一、已赎回理财产品的情况

公司于2019年4月4日使用人民币3.78亿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 ）的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固定持有期JG901

期，产品代码：1101168901，投资期限：三十五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8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进展

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5）。

2019年5月8日，该笔理财产品到期赎回，该笔本金及收益于2019年5月9日到账，赎回本金人民币

3.78亿元，获得理财收益1,304,625元。

二、本公告披露日前，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受托人

名称

产品

名称

产品代码

产品

起息日

产品

到期日

产品

收 益

率

购买理财

产品金额

理财产品的

收益

1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北

京分行

现金管理1号

21011235

04

2017 年 12

月8日

2018年2月5日 2.20%/年 0.82亿元

291,605.48

元

2018年6月27日 2.20%/年 0.18亿元

13,019.16

元

2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固定持有期JG902期

11011689

02

2018 年 02

月07日

认购/申购确认

日（不含当日）

后第90天

4.5%/年 6.05亿元

6,881,

875.00元

3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8年JG820期

11011888

20

2018 年 05

月11日

2018年 06月 25

日

4.0% 3.6亿元

1,760,

000.00元

4

上海浦

东发展

银行股

份有限

公司北

京分行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2018年JG1185期

11011891

85

2018 年 07

月12日

2018年 09月 25

日

4.54%/年 3.68亿元

3,387,

848.89元

5

利多多公司18JG1941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1011814

41

2018 年 10

月11日

2018年 12月 28

日

4.05%/年 3.7亿元

3,205,125

元

6

利多多公司19JG0043期

人民币对公结构性存款

11011950

43

2019 年 01

月07日

2019年 03月 28

日

4.10%/年 3.75亿元

3,459,375

元

7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

固定持有期JG901期

11011689

01

2019 年 04

月04日

2019年 05月 08

日

3.55%/年 3.78亿元

1,304,625

元

2、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如下：

公司 受托人

产品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起息日 赎回日

购买金额

（亿元）

理财收益

名称 （元）

招商银行

北京分行

招商银行朝招

金 （多元稳健

型）理财计划

2.80%

2018年2月13日

2018年3月2日 0.05

4,991,

769.88（截

至 2019年

4月1日）

2018年7月18日 0.25

2018年4月3日 2018年9月13日 0.5

2018年4月16日

2018年9月13日 0.6

2018年5月28日 0.5

2018年6月7日 2018年9月13日 0.5

2018年6月15日 2018年7月18日 0.45

2018年6月29日 2018年11月15日 0.55

2018年7月16日 2018年9月13日 0.4

2018年7月19日 2018年11月15日 0.9

2018年10月19日 2018年10月30日 1

2018年11月20日 2018年11月21日 1.9

2019年3月1日 未赎回 0.7 --

2019年4月8日 未赎回 0.5 --

招商银行日益

月鑫理财计划

4.70% 2018年3月13日 2018年4月12日 1.45

563,

760.00

招商银行聚益

生金系列公司

（35天）A款理

财计划

4.00% 2018年9月13日 2018年10月18日 2

769,

000.00

智度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

郑州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

赢稳健天天快

车A款人民币

理财产品

2.90%

2018年2月14日 2019年1月30日 0.3

2,317,

397.26 元

（ 截 至

2019 年 2

月1日）

2018年3月12日 未赎回 0.3

2018年4月3日

未赎回 0.4

2018年11月15日 0.4

2018年4月27日 0.2

2018年12月5日 2019年1月30日 0.2

中信理财之共

赢稳健周期35

天理财产品

4.80% 2018年2月14日 2018年3月21日 1.45

667,

393.26

浦发硅谷

银行北京

分行

浦发硅谷银行

科创宝1号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4.00% 2018年6月6日 2018年7月6日 0.5

164,

383.56

兴业银行

北京分行

添利快线净值

型理财产品

3.63% 2018年11月1日

未赎回 0.8 --

2019年1月30日 0.2 --

民生银行

北京分行

非凡资产管理

天溢金对公机

构B款

3.00% 2019年3月1日 未赎回 1.7 --

非凡资产管理

增增日上收益

递增理财产品

对公款

3.15% 2019年3月1日 未赎回 0.9 --

挂钩利率结构

性存款

3.70% 2019年3月29日 未赎回 0.3 --

广州市智

度互联网

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

广州分行

中信理财之共

赢稳健天天快

车A款人民币

理财产品

2.90%

2018年2月28日

2018年4月9日 1

5,896,

893.15

（ 截 至

2019 年 3

月15日）

2018年6月20日 0.1

2018年7月9日 0.5

2018年9月13日 1

2019年3月7日 0.5

2018年4月20日

2018年5月7日 0.1

2018年5月17日 0.2

2018年5月28日 0.37

2018年5月30日 0.08

2018年6月7日 2019年3月7日 0.3

2018年10月19日 2018年12月4日 1

中信理财之共

赢稳健周期35

天理财产品

4.15% 2018年9月14日 2018年10月19日 1

397,

945.21

中信理财之共

赢稳健周期35

天理财产品

3.95% 2018年10月24日 2018年11月28日 1

378,

767.12

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

博时天天增利

货币市场基金

3.50% 2018年4月11日 2018年6月13日 0.5

282,

695.38

博时现金宝货

币市场基金

3.75% 2018年6月13日 未赎回 0.5 --

农业银行

广州分行

中国农业银行

“安心·灵动·

20天” 人民币

理财产品

3.50%

2018年12月4日 未赎回 1 --

2018年12月17日 2019年3月28日 0.7

579,

945.21

北京掌汇

天下科技

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

北京分行

招商银行朝招

金 （多元稳健

型）理财计划

3.00% 2018年11月22日 未赎回 0.1 --

智度投资

（香港）有

限公司

方圆投资

管理 （香

港） 有限

公司

Prudence�

Capital�SPC�–

Diversified�

Income�SP

3.50% 2018年7月21日 未赎回

0.11

（ 亿

美元）

--

SPIGOT 硅谷银行

JPMorgan� US�

TreasPlus�

MMF/Instit

2.26% 2019年3月5日 2019年3月31日

0.23

（ 亿

美元）

$41,

592.37

智度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三、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第八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智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

2019-063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通知于2019年5月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送达。

2.本次会议于2019年5月9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 其中，副董事长金泼先生、董事

葛良娣女士、独立董事栾凌先生、独立董事关勇先生、独立董事姚文英女士以通讯方式出席

会议。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刚先生主持，监事会主席宁玲、职工监事曹永辉、监事李贝、副总

裁马鹰、副总裁陈志华、副总裁王义、副总裁李刚业、副总裁娄炜、副总裁钱国来、总工程师田

军发列席，保荐机构代表通讯参会。

5.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大一互联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用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

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同时还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

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孙公司广州广纸云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现已更名为立昂旗云（广州）科技有限公司，用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有益于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增资后立昂旗云变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符合公司的长远

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有助于

加快募投项目的建设，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

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置换金额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

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4.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关

联担保，有利于公司获取银行授信额度，促进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是对公司主营业

务发展的支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关联董事王刚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

2019-064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通知于2019年5月5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全体监事送达。

2.� 本次会议于2019年5月9日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名。

4.�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宁玲主持。

5.�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为有效决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增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情形，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监事会同意公司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 本次募集资金增资事项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

利益情形，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监事会同意公司募集资金对孙公司立昂旗云（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增资后立昂旗云变

更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3.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 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

金，是为了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项目内容一致，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形。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个月，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

定。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可促进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有利经营效益，可

进一步促使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也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

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发布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备查文件

1、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

2019-065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

案》， 同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公司子公司广州大一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一互联” ）进行增资，用于实施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

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

发的 《关于核准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金泼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2183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3,986万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6,400,589股，发行价格为27.0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443,799,938.34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A12790号），截止2019年4月19日，公司实际募集资金443,799,938.3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21,814,188.22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管理。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

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序号 使用项目 拟投资金额（万元）

预计投入募集资金（万

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2,986.00 22,986.00

2 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 27,000.00 19,195.41

3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费

用

4,000.00 2,198.58

合计 53,986.00 44,379.99

二、本次出资情况概述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孙公司广州广纸云

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立昂旗云（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立昂旗云” ，

公司结合募集资金实际到账情况及未来业务发展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推

进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 公司计划将募集资金5,000万元经全资子公司广州大一互联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一互联” ）向其全资子公司立昂旗云进行出资。

本次出资完成后，立昂旗云的资本实力和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保障募投

项目的顺利实施。本次履行增资义务事项均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无需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增资前 增资后

名称 广州大一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大一互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钱炽峰 钱炽峰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10,0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5797360002M 91440115797360002M

经营范围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与公司关系 全资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出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一互联， 用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

需要，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同时

还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

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大一互联

增资，用于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的建设，立昂旗云将设置募集资金专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管，公司将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募集

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实施监管。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的规定

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相关核查意见

1、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议本次募集资金增资的相关程序文件， 认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情形，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监事会同意公司募集资金对子公司增资，用于投向募投项目的实施。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以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有利于募

投项目的继续开展和顺利实施，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建设内容，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需要，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继续实施募

投项目建设。

3、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西部证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立昂旗云出资事项，有

利于保障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规定，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立昂旗云出资专项用于募投项目中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的

实施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向立昂旗云（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实施募投项目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

2019-066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增资

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9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孙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向公司孙公司广州广纸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现已更

名为立昂旗云（广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昂旗云” ）进行增资，用于实施本次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

发的 《关于核准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金泼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2183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3,986万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6,400,589股，发行价格为27.0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443,799,938.34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A12790号），截止2019年4月19日，公司实际募集资金443,799,938.3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21,814,188.22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管理。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

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序号 使用项目 拟投资金额（万元）

预计投入募集资金（万

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2,986.00 22,986.00

2 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 27,000.00 19,195.41

3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费

用

4,000.00 2,198.58

合计 53,986.00 44,379.99

二、本次出资情况概述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 的实施主体为公司孙公司立昂旗云，公

司结合募集资金实际到账情况及未来业务发展规划，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推进

募投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计划在子公司广州大一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一互

联” ）对立昂旗云全额实缴到位后，将募集资金5,500万元向孙公司立昂旗云进行增资并用

于募投资金项目。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立昂旗云52.38%的股权，立昂旗云由公司孙公司变更为公司

控股子公司，资本实力和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 本

次履行出资义务事项均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情况。 本议案无需经过公司股东

大会批准。

三、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增资前 增资后

名称 立昂旗云（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立昂旗云（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新广一路20

号自编1栋

广州市南沙区珠江街新广一路20

号自编1栋

法定代表人 钱炽峰 王进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10,500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59PXT05J 91440101MA59PXT05J

经营范围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

存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

算机房维护服务;软件开发。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数据处理和

存储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计

算机房维护服务;软件开发。

与公司关系 孙公司 控股子公司

四、本次出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孙公司立昂旗云，用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有益

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五、增资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立昂旗云将设置募集资金专

户，通过专户进行存储管理，公司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及《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要求实施监管。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相关核查意见

1、监事会核查意见

经审议本次募集资金增资的相关程序文件， 认为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

股东利益情形，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项目实施的实质内容，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监事会同意公司募集资金对孙公司增资。

2、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将募集资金以增资方式投入孙公司立昂旗云，用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开展需要，未改

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建设内容，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同时还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稳步实施，符合公司的长远规划和发

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因此，我们同意本次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

孙公司增资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西部证券认为：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向立昂旗云出资事项，有

利于保障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顺利实施，符合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相关规定， 该事项的决策程序合

法、合规，对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向立昂旗云出资专项用于募投项目中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的

实施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向立昂旗云（广州）科技有限公司出资实施募投项目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之独立财

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

2019-067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

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1,281,622.22元。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

发的 《关于核准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金泼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8】2183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3,986万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6,400,589股，发行价格为27.0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443,799,938.34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A12790号），截止2019年4月19日，公司实际募集资金443,799,938.3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21,814,188.22元。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

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

户存储管理。

根据公司已披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本次非公开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以下项目，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

自有资金或其他融资方式解决：

序号 使用项目 拟投资金额（万元）

预计投入募集资金（万

元）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22,986.00 22,986.00

2 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 27,000.00 19,195.41

3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费

用

4,000.00 2,198.58

合计 53,986.00 44,379.99

二、募集资金投入和置换情况概述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公司已使用自筹资金先行投入。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预先投入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

《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9]第ZA14049号），确认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资金情况。 截至2019年

4月30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总额为21,281,622.22元，具体

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万

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万元）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金额（万元）

1

广纸云数据

中心项目

27,000.00 19,195.41 2,128.16

合计 27,000.00 19,195.41 2,128.16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是为了保证项目的正常进度，符合公司经营

发展的需要。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是为了降

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项目内容一致，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募

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个月，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三、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1,281,622.22元。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行为有助于加快募投项目的建

设，符合公司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的需要。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募投项目的自

筹资金，置换金额和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规定，未与募投项目的实施计划抵触，不影响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

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

募投项目自筹资金21,281,622.22元。

3、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议案》，募集资金到位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是

为了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与发行申请文件中的项目内容一致，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募集资金置换的时间距募集资金到账时间不超过 6个月，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同

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21,281,622.22元。

4、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西部证券认为：立昂技术本次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支付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已经立昂技术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独

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了专项审核，出具了

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

【2019】第ZA14049号），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募集资金的使用未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西部证券对立昂技术实施该事项无异议。

四、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

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ZA14049号）；

5、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自筹资金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300603

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

2019-068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落实公司发展战略，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对资金的需求，进一步优化调整公司金融体

系合作伙伴，降低公司综合财务费用，公司拟向银行申请不超过15,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业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国内外信用证等，最终以银

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2、王刚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关联方应回避表决。

3、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

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本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关联股东将回避表决。

4、截至目前，公司实际累计向银行申请授信总额80,100万元(含本次担保）。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王刚先生，现任公司董事长，中国国籍，住所位于乌鲁木齐市。王刚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

股份3,864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3.87%，通过新疆立润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

司股份291.97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1.80%，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4,155.97万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25.67%，是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属于公司关联人。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无偿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公司无

需支付对价。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行申请不超过 5,000� 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授信业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国内外信用证

等，本次授信拟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公司前期已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不超过5,000万元的综合授

信额度,本次拟申请续授信，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7,000万元，授信业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

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函、国内外信用证等，本次授信拟由全资子公司喀什立昂同盾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

供担保。

3、公司拟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申请续授信，综合授信总额不超过3,

000万元，本次授信为续授信，授信业务种类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保

函等，本次授信拟由法人王刚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提供关联担保，有利于公司

获取银行授信额度，促进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是对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的支持，不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的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与上述关联人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74,228万元 (含本次

担保）。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刚先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生产经营、业务拓展所需资金以及公司的持续稳定发

展。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负面影响，不会对公司独立性

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在公司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已依法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并由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事

项，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八、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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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立昂技术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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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甲方” ）于2018年12月29日收到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金泼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2183号），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53,986万元。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16,400,589股，发行价格为27.06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443,799,938.34元。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 《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 [2019]第

ZA12790号），截止2019年4月19日，公司实际募集资金443,799,938.34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21,814,188.22元。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监管银行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分行 （以下简称 “昆仑银

行”或“乙方” ）、保荐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证券” 或“丙方” ）签署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的开户和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名称：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软件园支行

专户账号：88102000118710001278

银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纳斯湖北路455号新疆软件园创智大厦B座

1楼

截至2019年4月19日金额为人民币431,239,562.73元。

前述募集资金专户资金仅用于甲方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广纸云数据中心项目以及

支付本次交易相关的中介费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

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应当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

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

方的调查与查询。 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査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2、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周驰、邹扬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甲方专户

的资料：乙方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财务顾问主办人向乙方

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査

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3、乙方按月（每月15日之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保证对账单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

4、 甲方一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一千万元或募集资金净额的

10％的，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5、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财务顾问主办人。丙方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应

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要求向甲方、乙方书面通知更换后的财务顾问

主办人联系方式。 更换财务顾问主办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6、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況，以及存在

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7、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

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丙方督导期结束后终止。

四、备查文件

1、《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2、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信会师报字【2019】第

ZA12562）号；

特此公告。

立昂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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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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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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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情形。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15: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9日—2019�年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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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

上午9:30� 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19�年5月9日15:00至2019年5�月10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竹筠

6、会议地点：

会议现场地点为广州市东方宾馆2号楼270A会议室。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

式的投票平台。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506,333,6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5487%，其中：

（1）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418,858,33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496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人，代表股份数量为87,475,2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3.0520％。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必东、

钟扬飞出席会议并出具见证意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董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899,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3%；反对

4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 0.0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3,908,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70%；反对4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监事会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05,7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55%；反对

4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弃权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3,914,9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82%；反对4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5%；弃权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

同意505,899,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3%；反对

4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3,908,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70%；反对4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

同意505,899,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3%；反对

4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3,908,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70%；反对4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90,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2%；反对

3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弃权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3,99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48%；反对3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弃权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审议关于2019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990,1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2%；反对

3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弃权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3,999,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648%；反对34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8%；弃权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补选朱少东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505,899,6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3%；反对

4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0.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3,908,8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470%；反对43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7%；弃权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必东、钟扬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专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五月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