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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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被否决的议案为议案四《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该议案因弃权票超过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票1/2以上及赞成票未达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票1/2而未通过；

2、本次会议上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4、议案一、议案三、议案四已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 5�月 21�日下午 14：30-15：30；

2、网络投票时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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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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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20� 日 15：00� 至

2019�年 5�月 21�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国际金融中心37楼A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何德华先生；

(六)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

(七) 本次相关议案的公告全文和会议通知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证券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26）、《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 （经审计数） 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7）、

《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公告编号：2019-028）、《关于2018年不进行利润分配的专项说明》（

公告编号：2019-031）、《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告编号：2019-032）、《2018年年度报

告》、《2018年年度报告摘要》（ 公告编号：2019-033）、《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7）、《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公告编号：2019-038）。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一）参加会议的股东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5人，代表股份数725,940,538股，占公司股本

总数1,357,159,525股的53.4897%，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100%；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及代理人10人，代表股份数1,379,103股，占公司股本总数1,357,159,525股的0.1016%，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总数的0.1900%。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表决并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9人，代表股份数725,689,038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1,357,159,525股的53.471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51,500股，占公司股本总数1,357,159,525股的0.018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经审计数）的议案》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25,689,4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4%；反对票250,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4%； 弃权票 1,1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2％。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379,103股。赞成票1,128,00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925%；反对票25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1277%；弃权票 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8%。

2、审议通过《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25,690,7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票248,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3、审议通过《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25,690,7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票248,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379,103股。赞成票1,129,30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868%；反对票248,8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407%；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

4、审议未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1,129,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5%；反对票248,900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弃权票 724,562,435�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102%。

其中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共计1,379,103股。赞成票1,129,203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8795%；反对票248,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480%；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5%。

5、审议通过《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25,690,7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票248,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6、审议通过《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25,690,7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票248,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弃权票 1,0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7、审议通过《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其中赞成票725,690,73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56%；反对票248,800股，占

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弃权票 1,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申林平、冯鹏雷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关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关于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八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致：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年修订）》（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17年修订）》等法律、法规

和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奥飞娱乐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派本所申林平律师、冯鹏雷律师参加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及会议决议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

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

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的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程序、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程序

2019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度股东

大会的议案》。 2019年4月29日，公司董事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巨潮资讯网、《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等媒体公告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 ）。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二十日之

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列明了提请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提案，确定了股权登记日，并载明了网络投票表决方式的表决时间以及表决程序。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2019年5月21日下午14：30-15：30，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金穗路62号侨鑫

国际金融中心37楼A会议室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选由公司董事何德华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2019年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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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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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15:00至2019年5月21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符合《股东大会通知》内容。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及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1、截至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16日（星期四）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股东大会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

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被授权人不必为公司股东），

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见证律师。

4、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15人，代表股份725940538股，占公司股

本总数1357159525股的53.4897%。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9人，所代表股份共

计72568903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3.4712%。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授权

委托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所代表股份共计

251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85%。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统计数据并经本所律师核查现场出席凭证，出席本次会议

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10人，所代表股份共计13791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016％。 其中现

场出席4人，所代表股份共计11276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31％。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1、审议《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经审计数）的议案》;

2、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6、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7、审议《2018年度报告及摘要》。

上述第1项、第3项、第4项议案需要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实际审议事项与《股

东大会通知》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会议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经由股东代表、监事与本所律师共同进行

清点和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 由会议主持人当场

公布了现场表决结果；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表决

总数和表决结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列入会议议程的提案共7项，表决结果如下：

1.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审议《关于计提2018年度资

产减值准备（经审计数）的

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725688938 0 100

网络投票情况 500 250000 1000

合计 725689438 250000 11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128003 250000 1100

2.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审议《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

告》

现场投票情况 725689038 0 0

网络投票情况 1700 248800 1000

合计 725690738 248800 1000

3.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审议《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现场投票情况 725689038 0 0

网络投票情况 1700 248800 1000

合计 725690738 248800 1000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129303 248800 1000

4.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

所的议案》

现场投票情况 1127503 100 724561435

网络投票情况 1700 248800 1000

合计 1129203 248900 724562435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129203 248900 1000

5.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审议《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

报告》

现场投票情况 725689038 0 0

网络投票情况 1700 248800 1000

合计 725690738 248800 1000

6.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审议《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

报告》

现场投票情况 725689038 0 0

网络投票情况 1700 248800 1000

合计 725690738 248800 1000

7.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审议《2018年度报告及摘

要》

现场投票情况 725689038 0 0

网络投票情况 1700 248800 1000

合计 725690738 248800 1000

根据表决情况，以上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的议案的第1-3、5-7项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第4项议案未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1/2以上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

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上海市锦天城（北京）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傅东辉 经办律师： 申林平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 冯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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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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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召开时间：2019年5月21日（星期二）14: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9年5月20日至2019年5月21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

21日上午9:30—11:30及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20日下午15:00至2019年5月21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

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叶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7,358,90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3.7286%。

1、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20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84,

025,85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216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2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3,333,

0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5123%。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57,147,176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6.4820%。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7,358,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7,358,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7,358,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7,358,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会议审议通过了《2019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0,372,5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505%；反对6,986,3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349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会议审议通过了《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97,358,80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7%；反对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3%；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7,147,07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98%；反对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2%；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潘叶江先

生、潘垣枝先生、潘浩标先生、杨建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表决结果如下:

7.1、选举潘叶江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289,938,0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044%。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49,726,2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44%。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潘叶江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2、选举潘垣枝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289,729,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4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49,51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498%。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潘垣枝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3、选举潘浩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289,729,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43%。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49,51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498%。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潘浩标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7.4、选举杨建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289,729,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43%。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49,51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498%。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杨建辉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8、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丁云龙先生、

孔繁敏先生、周谊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上述董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表决结果如下:

8.1、选举丁云龙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289,937,2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5041%。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49,725,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0130%。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丁云龙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2、选举孔繁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289,729,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43%。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49,51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498%。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孔繁敏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8.3、选举周谊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该项议案同意289,729,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43%。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49,517,8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498%。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周谊女士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

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独立董事人数不低于董事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一。丁云龙先生、孔繁敏先生、周谊

女士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9、会议采用累积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选举梁萍

华女士、陈惠芬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选的职工监事许细妹女士组

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上述监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公司监事会中最近二

年内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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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决结果如下:

9.1、选举梁萍华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该项议案同意289,731,2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34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49,519,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526%。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 梁萍华女士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9.2、选举陈惠芬女士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该项议案同意289,694,2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422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

况为：同意49,482,49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5878%。 所得同意股数超过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 陈惠芬女士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2018年度述职报告， 并进行了述

职。 报告对2018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投资者权益等履职情况进

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曹蓉、刘燕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上（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兰台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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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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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下午16:00在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4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给全体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及拟聘

任的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董事会会议推选潘叶江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

名。 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潘叶江先生

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2、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和主任人选的

议案》。

同意公司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①战略委员会由潘叶江先生、潘垣枝先生、潘浩标先生、杨建辉先生、丁云龙先生、孔繁敏先生、周谊

女士七位董事组成，主任由潘叶江先生担任；

②审计委员会由周谊女士、丁云龙先生、潘叶江先生三位董事组成，主任由独立董事周谊女士担任；

③提名委员会由孔繁敏先生、丁云龙先生、潘垣枝先生三位董事组成，主任由独立董事孔繁敏先生

担任；

④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丁云龙先生、孔繁敏先生、潘浩标先生三位董事组成，主任由独立董事丁云

龙先生担任。

3、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潘

垣枝先生为公司总裁（简历详细见附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4、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

吴刚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 韩伟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仇明贵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简历详细见附

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5、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

聘任吴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简历详细见附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吴刚先生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其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60-22839177；

传真：0760-22839256；

邮箱：wug@vatti.com.cn；

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

邮编：528416。

6、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聘

任何淑娴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细见附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7、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

意聘任王钊召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详细见附件），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王钊召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其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60-22839622；

传真：0760-22839256；

邮箱：wangzz@vatti.com.cn；

通讯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

邮编：528416。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第三至第七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聘任上述高级管理人员。 具体内容详

见2019年5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独立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1日

附件：

潘叶江先生：男， 1977年出生，硕士学历，历任广东百得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华帝股份第

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长，华帝股份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广东德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

华帝股份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执行事务合伙人，中山百得厨卫有限

公司董事，广东德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山市华帝智慧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

潘叶江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叶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86,922,235股。

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与公司现任总

裁、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潘垣枝先生为侄叔关系，除上述情形外，潘叶江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潘垣枝先生：男，1961年出生，大专学历，历任中山市百得燃气用具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正盟厨卫

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中山市华帝集成厨房有限公司董事长，华帝股份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华帝股

份第六届董事会董事、总裁，现任华帝股份第七届董事会董事、总裁，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

合伙人，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山市正盟厨卫电器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中山市华帝智

慧家居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潘垣枝先生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3,680,000股，系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潘叶江先生为叔

侄关系，除上述情形外，潘垣枝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不存在以

下情形：（1）《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吴刚：男，1971年出生，经济学硕士，会计师，高级经济师职称。 历任华帝股份第一届、第二届、第三

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现任华帝股份常务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广东德乾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山德乾领航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华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中山市公用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刚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和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3,626,061股，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其不存

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并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韩伟先生：男，1971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家乐福中国区家电采购经理，上海世纪华联集团家电采

购部部长，广东格兰仕集团中国市场销售总公司总经理、空调产业群总裁，德意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华帝股份营销总部总经理，华帝股份副总裁，中山市华帝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华帝股份高级

副总裁，中山市正盟厨卫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伟先生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1,292,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仇明贵先生：男，1966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广东万家乐燃气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华帝股份热水

供暖产品部总经理。 现任华帝股份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仇明贵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和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313,700股，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其不存

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何淑娴女士：女，1973年出生，大专学历，总会计师、AAIA国际会计师。 历任中国建设银行小榄支行

财务部会计、办事处网点主任，中山市小榄镇生产力促进中心财务总监，中山市优加电器有限公司财务

经理，中山百得厨卫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现任华帝股份财务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淑娴女士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54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

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

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王钊召女士：女，1984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秘书、资本运营部投资者关

系管理科科长，资本运营中心经理、资深经理。 现任公司资本运营中心总监、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中山市

正盟厨卫电器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钊召女士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和持有公司限制性股票合计347,020股，与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其不存

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

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

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并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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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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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9年5月21日下午16:00在

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

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5月14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送达给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及

职工代表监事。本次监事会会议推选许细妹女士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出席会议监

事3名。 参加会议的监事符合法定人数，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公司监事会选举许细

妹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许细妹女士：女，1982年4月出生，中专学历。历任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核算主管、中山炫能燃

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管，现任华帝股份全资子公司广东德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行政经理，中山

汉鲲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许细妹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

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其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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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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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被担保人：

成都金鑫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鑫贸易” ）

成都浦兴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浦兴商贸” ）

拉萨迪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萨迪康” ）

如皋市兆基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如皋兆基” ）

惠州炽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州炽坤” ）

扬州梁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梁瑞” ）

南通富盛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富盛” ）

清镇润弘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镇润弘” ）

四川蓝光和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光和骏” ）

丰县蓝光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县蓝光” ）

四川迪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康医贸” ）

重庆灿瑞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灿瑞” ）

重庆崇景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景建设” ）

仁寿蜀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蜀恒” ）

仁寿蜀峰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蜀峰” ）

仁寿蜀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蜀锦” ）

仁寿兴合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兴合” ）

仁寿蜀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仁寿蜀润” ）

2、担保金额：405,272.90万元人民币

3、是否有反担保：重庆市申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向崇景建设提供的担保事项提供资产

抵押反担保；重庆市申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佳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新申佳实业有限公司以

及实际控制人肖家运为本公司向崇景建设提供的担保事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为有效提高融资效率， 优化担保手续办理流程， 在股东大会批准担保额度内，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包括其下属公司）近期实际发生如下对外担保，并签署相关借款及担保合同，担保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 担保情况概述

单位：万元

序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借款金额

/

担保金额

/

公司持股

比例（包

括直接及

间接）

融资机构

/

担保方式 审批情况

履约金额 担保标的 债权人

1

金鑫贸易

蓝光发展

400 400 100%

深圳中盈

通保理有

限公司

蓝光发展承

担差额补足

责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 十 八 次 会 议 及

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浦兴商贸 192.57 192.57 99%

2 拉萨迪康

成都迪康

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

（简称

“成都迪

康” ）

3,000.00 3,000.00 91.41%

富邦华一

银行有限

公司成都

分行

成都迪康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 十 八 次 会 议 及

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3 如皋兆基

蓝 光 发

展、 佛山

蓝和置业

有限公司

（ 简 称

“佛山蓝

和” ）、深

圳蓝光和

骏投资有

限 公 司

（ 简 称

“深圳蓝

光” ）

23,

000.00

23,

000.00

100%

华润深国

投信托有

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

供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 保 ；

佛山蓝和提

供土地抵押

担保 （土地

出让合同编

号

440606-20

19-00059

7）； 深圳蓝

光提供股权

质押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4 惠州炽坤

蓝 光 和

骏、 惠州

市和胜置

业有限公

司 （简称

“惠州和

胜” ）、惠

州炽坤

71,

000.00

71,

000.00

100%

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蓝光和骏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及

股权质押担

保； 惠州和

胜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

保及资产抵

押担保 ；惠

州炽坤提供

股权质押担

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5 扬州梁瑞

蓝 光 和

骏、 扬州

梁瑞

30,

000.00

10,

200.00

34%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扬州

邗江支行

蓝光和骏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扬州梁瑞提

供土地抵押

担 保 （苏

（2019） 扬

州市不动产

权第005099

号）。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6 南通富盛 蓝光发展 637.74 637.74 92%

上海隆辉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承

担差额补足

责任。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 十 八 次 会 议 及

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7 清镇润弘

蓝 光 和

骏、 成都

中泓房地

产开发有

限 公 司

（ 简 称

“成都中

泓” ）

41,

000.00

41,

000.00

51%

中铁信托

有限责任

公司

蓝光和骏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

成都中泓提

供股权质押

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 十 八 次 会 议 及

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8 蓝光和骏 蓝光发展

100,

000.00

100,

000.00

100%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成都盐市

口支行

蓝光发展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9 浦兴商贸 蓝光发展

40,

000.00

40,

000.00

99%

中铁信托

有限责任

公 司 、宝

鸡阜丰生

物科技有

限公司

蓝光发展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10 丰县蓝光

蓝 光 发

展、 徐州

蓝光置业

有限公司

（ 简 称

“徐州蓝

光” ）、丰

县蓝光

15,

000.00

15,

000.00

26%

华澳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蓝光发展提

供不可撤销

的连带责任

保证担 保 ；

徐州蓝光提

供股权质押

担保； 丰县

蓝光提供土

地抵押担保

（苏（2018）

丰县不动产

权 第

0014870号、

0010583号、

0010609

号）。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11 迪康医贸 成都迪康 3,000.00 3,000.00 91.41%

富邦华一

银行有限

公司成都

分行

成都迪康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

五 十 八 次 会 议 及

2017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12 重庆灿瑞 蓝光发展 1,200.00 1,200.00 100%

上海隆辉

商业保理

有限公司

蓝光发展承

担差额补足

责任。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及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13 崇景建设 蓝光和骏 5,000.00 5,000.00 0%

浙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重庆

分行

蓝光和骏提

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及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14

仁寿蜀恒

蓝光和骏

10,

629.55

10,

629.55

45%

四川发展

土地资产

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蓝光和骏提

供股权质押

担保。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及2018年

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仁寿蜀峰

44,

557.25

44,

557.25

45%

仁寿蜀锦

13,

648.04

13,

648.04

45%

仁寿兴合

14,

416.75

14,

416.75

45%

仁寿蜀润 8,391.00 8,391.00 45%

合计

425,

072.90

405,

272.90

- - - -

二、年度预计担保使用情况

1、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2019年4月8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拟预计2019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85亿元， 有效期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19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0.00 200,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2,891,000 195,200 2,695,800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4,759,000 65,200 4,693,800

合计 7,850,000 260,400 7,589,600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订担保合

同时已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 转让等变更事宜， 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

别。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额度全部

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2、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八次会议及2018年4月20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拟预计2018年度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700亿元， 有效期自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2018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18年度预计提供担保额度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担保情况 预计担保总额 累计使用金额 剩余预计担保额度

1 子公司为本公司提供担保 200,000 0.00 200,000

2 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1,760,000 1,493,802.65 266,197.35

3 为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5,040,000 2,139,014.72 2,900,985.28

合计 7,000,000 3,632,817.37 3,367,182.63

备注：

（1）实施过程中，按照实际签订担保合同时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别，若在签订担保合

同的同时约定了相关股权增资、转让等变更事宜，以约定事宜完成后的公司持股比例确定使用额度的类

别。 前述第1项担保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

（2）同时为同一笔融资的共同债务人（包括全资、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时，担保使用额度全部

纳入非全资子公司担保额度内。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

称

住所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资

本

（万

元）

主营业务范围

公司

持股

比例

（包

括直

接及

间

接）

主要财务指标

成都金

鑫贸易

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市双流

区西航港街

道珠江路600

号2单元314

号

廖万

伟

10,000

销售建材、 五金交电、 金属材

料、装饰材料、构件、铁矿石；仓

储服务（不含危险品）。

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0,836.33 万 元 ， 总 负 债 20,

237.11万元，净资产10,599.23万

元；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

33,549.93万元，净利润599.23万

元。

成都浦

兴商贸

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市金牛

区蜀汉路 89

号1栋1单元2

楼208-1号

王小

英

3,000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

料、装饰材料、构件、铁矿石；仓

储服务。

99%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471,877.01万元， 总负债2,

459,987.55万元 ， 净资产 11,

889.46万元；2018年1-12月，营

业收入182,478.23万元，净利润

6,024.03万元。

拉萨迪

康医药

科技有

限公司

拉萨市金珠

西路158号世

通阳光新城

21幢1单元1

楼2号

廖绍

均

3,000

销售中成药、 化学原料药及其

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以上

药品限成都迪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产品）

（凭 药 品 经 营 许 可 证 藏

AA8910009号经营）； 技术咨

询与转让。

91.41

%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3,798.47 万 元 ， 总 负 债 18,

813.63万元，净资产4,984.84万

元；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

39,690.67 万 元 ， 净 利 润 1,

820.67万元。

如皋市

兆基置

业有限

公司

如皋市城北

街道益寿北

路 （如皋经

济开发区工

发大厦内）

庄少

波

6,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82,284.14 万 元 ， 总 负 债 78,

204.68万元，净资产4,079.46万

元；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0

万元，净利润-1,612.22万元。

惠州炽

坤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惠州市惠城

区金榜路 29

号万林湖8期

3 栋 2 单 元

2102房

匡胜 100 房地产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 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1,000.70万 元 ， 总 负 债 51,

000.71万元，净资产-0.01万元；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0万元。

扬州梁

瑞置业

有限公

司

扬州市邗江

区杨庙镇苍

颉路12-1号

杨坚

南

6,

060.61

房地产开发经营。 34% 新设公司，暂无相关财务指标。

南通富

盛置业

有限公

司

如皋市城北

街道益寿路

689号

庄少

波

5,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广告经营[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各类

广告业务（固定形式印刷品广

告除外）]；企业管理咨询。

92%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43,368.05万元， 总负债139,

761.95万元， 净资产3,606.10万

元；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2,

253.70万元， 净利润-1,429.50

万元。

清镇润

弘房地

产开发

有限公

司

贵州省贵阳

市清镇市青

龙街道办事

处云岭小区

民兴路30号

张璐 10,000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

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

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 （审

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

可（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

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

（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

经营。（房地产开发；房地产营

销及策划。 ）

51% 新设公司，暂无相关财务指标。

四川蓝

光和骏

实业有

限公司

成都市武侯

区一环路南

三段22号

余驰

106,

528.277

3

房地产投资（不得从事非法集

资、 吸收公众资金等金融活

动）；房地产开发经营（凭资质

证经营），技术进出口，土地整

理。

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1,756,107.65万元，总负债11,

501,620.56万元， 净资产254,

487.10万元；2018年1-12月，营

业收入73,093.63万元， 净利润

237,241.58万元。

成都浦

兴商贸

有限责

任公司

成都市金牛

区蜀汉路 89

号1栋1单元2

楼208-1号

王小

英

3,000

销售：建材、五金交电、金属材

料、装饰材料、构件、铁矿石；仓

储服务。

99%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471,877.01万元， 总负债2,

459,987.55万元 ， 净资产 11,

889.46万元；2018年1-12月，营

业收入182,478.23万元，净利润

6,024.03万元。

丰县蓝

光地产

开发有

限公司

丰县电动车

产业园

金强 2,000

房地产开发、房产销售；建筑材

料销售；物业管理；房屋租赁。

26%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9,231.20 万 元 ， 总 负 债 50,

252.62万元， 净资产-1,021.42

万元；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23.92万元。

四川迪

康医药

贸易有

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

（西区）迪康

大道一号1栋

101室

杨宗

伟

1,000

批发：生化药品、化学原料药、

抗生素原料药、中成药、化学药

制剂、 抗生素制剂、 消毒用品

（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批发兼

零售第一类医疗器械； 第二类

医疗器械经营；食品经营（未取

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不得

开展经营活动）；批发兼零售日

用百货（不含烟花、爆竹）、农

副产品（凭药品经营许可证在

有效期内经营）

91.41

%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7,273.97万元， 总负债7,256.29

万元，净资产17.68万元；2018年

1-12月， 营业收入12,114.46万

元，净利润-1,078.01万元。

重庆灿

瑞置业

有限公

司

重庆市巴南

区李家沱正

街219号1栋

1-2#

李非 25,000

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从事

经营）自有房屋租赁。

10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620,872.75万元， 总负债524,

041.98万元， 净资产96,830.76

万元；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

127,940.14万元 ， 净利润 25,

005.78万元。

重庆崇

景建设

有限公

司

重庆市万州

区周家坝天

城大道919号

17-5号

徐长

春

20,088

从事建筑相关业务 （取得相关

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销售建

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五

金交电、日用百货；水电安装。

0%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8,699.25 万 元 ， 总 负 债 13,

300.27万元， 净资产25,398.98

万元；2018年1-12月，营业收入

35,333.77万元，净利润2,527.06

万元。

仁寿蜀

恒置业

有限公

司

仁寿县文林

镇仁寿大道

高笋社区

钟德

金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商品房销

售； 房地产中介服务； 物业管

理；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开发。

45%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3,356.76 万 元 ， 总 负 债 12,

452.14万元，净资产904.62万元；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60.28万元。

仁寿蜀

峰置业

有限公

司

仁寿县文林

镇仁寿大道

高笋社区

钟德

金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中介

服务；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基

础设施开发；商品房销售。

45%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4,314.58 万 元 ， 总 负 债 53,

633.92万元，净资产680.66万元；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259.48万元。

仁寿蜀

锦置业

有限公

司

仁寿县文林

镇仁寿大道

高笋社区

钟德

金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中介

服务；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基

础设施开发；商品房销售。

45%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6,481.83 万 元 ， 总 负 债 15,

583.82万元，净资产898.01万元；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63.85万元。

仁寿兴

合置业

有限公

司

仁寿县文林

镇仁寿大道

高笋社区

钟德

金

1,0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房地产中介

服务；物业管理；土地整理；基

础设施开发；商品房销售。

45%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0,485.78 万 元 ， 总 负 债 29,

982.48万元，净资产503.30万元；

2018年1-12月， 营业收入0万

元，净利润-382.67万元。

仁寿蜀

润置业

有限公

司

仁寿县文林

镇仁寿大道

高笋社区

钟德

金

1,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商品房销

售； 房地产中介服务； 物业管

理；土地整理；基础设施开发。

45%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0,257.76万元，总负债9,322.85

万元， 净资产934.91万元；2018

年1-12月， 营业收入0万元，净

利润-40.88万元。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4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4,606,381.43万元，占公司2018年期末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292.30%；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为本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

相互间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317,359.55万元， 占公司2018年期末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73.96%。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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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当年累计新增借款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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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19年4月30日，公司当年累计新增借款超过上年末净资产的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等相关规定，对公司累计新增

借款情况披露如下：

一、主要财务数据概况

截至2019年4月30日，公司合并口径下的借款余额为626.97亿元（人民币，下同），较公司2018年末

经审计借款余额569.58亿元增加57.39亿元，2019年1-4月累计新增借款占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

270.93亿元的21.18%，超过20%。

二、新增借款的分类披露

公司2019年4月末较2018年末各类借款余额变动情况及占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产比例情况如下：

1、银行贷款：增加12.46亿元，占比4.60%；

2、发行债券：增加29.11亿元，占比10.74%；

3、发行资产支持票据：增加0.03亿元，占比0.01%；

4、其他借款：增加15.79亿元，占比5.83%。

三、本年度新增借款对偿债能力的影响分析

上述新增借款系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而产生。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经营状况稳健、盈利良好，各项

业务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根据已发行的债券和其他债务的本息到期支付安排，合理调度分配资金，保

证按期支付到期利息和本金。 截至2019年4月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蓝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