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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万连步、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计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勇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22,281,382,811.55 22,609,574,967.94 -1.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0,944,337,631.93 10,455,313,552.26 4.6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356,144,764.56 -55.15% 11,133,119,530.21 -47.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56,127,807.17 -51.94% 485,362,076.22 -49.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42,185,645.14 -62.66% 444,582,542.18 -51.9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72,082,577.07 -87.55% -459,816,938.69 -323.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 -50.00% 0.15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 -50.00% 0.15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1% -0.65% 4.54% -5.1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192,856.4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

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70,256,773.0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42,151.28

减：所得税影响额 15,435,012.07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1,707,219.19

合计 40,779,534.04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

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

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6,12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临沂金正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20% 1,189,449,513 质押 1,175,964,500

万连步 境内自然人 18.04% 592,743,874 444,557,905 质押 559,100,000

雅戈尔投资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37% 110,841,100

中国农业产业发

展基金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52% 49,794,238 49,794,238

北京东富汇通投

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东富

和通（天津）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其他 1.52% 49,794,238 49,794,238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新动力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8% 48,616,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

睿丰灵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LOF)

其他 0.83% 27,438,071

汕头汇晟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8% 25,57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方红

京东大数据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61% 2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54% 17,799,99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189,449,513 人民币普通股 1,189,449,513

万连步 148,185,969 人民币普通股 592,743,874

雅戈尔投资有限公司 110,841,100 人民币普通股 110,841,1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8,616,500 人民币普通股 48,616,5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丰

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LOF)

27,438,071 人民币普通股 27,438,071

汕头汇晟投资有限公司 25,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57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京东

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799,995 人民币普通股 17,799,995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华

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16,645,858 人民币普通股 16,645,858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

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684,599 人民币普通股 15,684,59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万连步为实际控制人，为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大股东，存在关联

关系及一致行动人可能性。除此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存在《上

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形。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增减比例

应收票据 17,188,389.28 37,955,581.31 -54.71%

应收账款 1,260,627,061.61 566,675,129.46 122.46%

其他流动资产 732,600,050.24 1,036,041,077.32 -29.29%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1,116,750,052.79 477,451,980.00 133.90%

投资性房地产 314,317.26 210,109.10 49.60%

预收款项 192,891,429.75 730,904,914.89 -73.61%

应交税费 80,745,324.39 51,570,988.47 56.57%

其他流动负债 219,268,024.52 161,883,708.71 35.45%

长期应付款 35,928,573.01 22,619,904.40 58.84%

（1）报告期末，应收票据金额较期初减少54.71%，系公司应收银行承兑汇票减少所致；

（2）报告期末，应收账款金额较期初增加122.46%，主要系公司之子公司德国金正大公司及金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应收客户款项增加所致；

（3）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资产较期初减少29.29%，系公司之子公司临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理财产品到期所

致；

（4）报告期末，其他权益工具投资金额较期初增加133.90%，系公司之子公司临沂金丰公社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对外投

资增加所致；

（5）报告期末，投资性房地产较期初增加49.60%，系公司之子公司德国金正大投资性房地产增加所致；

（6）报告期末，预收账款较期初减少73.61%，系公司预收的货款减少所致；

（7）报告期末，应交税费较期初增加56.57%，主要系公司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8）报告期末，其他流动负债较期初增加35.45%，系公司控股子公司COMPO� GmbH应付客户销售折让及返利增加

所致；

（9）报告期末，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加58.84%，系公司之子公司德国金正大长期应付款较期初增加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同期累计数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1,133,119,530.21 21,252,692,328.71 -47.62%

营业成本 8,651,692,104.21 17,888,693,300.83 -51.64%

税金及附加 35,871,001.34 59,578,124.53 -39.79%

研发费用 216,954,425.01 408,001,468.76 -46.83%

财务费用 24,519,727.74 -4,722,358.65 619.23%

其他收益 51,732,881.87 1,976,310.06 2517.65%

所得税费用 111,417,770.88 218,790,192.62 -49.08%

（1）报告期，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减少47.62%， 主要系公司复合肥及原料产品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2）报告期，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减少51.64%， 主要系公司复合肥及原料产品成本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报告期，税金及附加较上年同期减少39.79%，主要系公司本期缴纳的印花税等税金减少所致；

（4）报告期，研发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6.83%，系本期研发投入减少所致；

（5）报告期，财务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619.23%，系公司本期利息费用增加所致；

（6）报告期，其他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2517.65%，系公司本期与经营活动有关的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7）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49.08%，系公司本期利润总额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金额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59,816,938.69 205,844,434.17 -665,661,372.8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10,774,570.96 687,018,768.51 -1,797,793,339.4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07,787,444.61 727,328,191.35 -619,540,746.74

（1）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65,661,372.86元，主要系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减少较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减少幅度大所致；

（2）报告期，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出额较上年同期减少1,797,793,339.47元，系公司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减少和投资

活动现金流出增加所致；

（3）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减少619,540,746.74元，主要系公司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较上

年同期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和2019年2月18日分别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和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暂未实施股份回购。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

权益变动报告

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

作承诺

临沂金正大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临沂金正大投

资控股有限公

司承诺的利润

补 偿 期 间 为

2018 年 、2019

年、2020年。 金

正大投资承诺

Kingenta�

Investco�

GmbH （以下

简称"德国金正

大 "）2018 年 、

2019 年 、2020

年的合并报表

中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

的税后净利润

分 别 不 低 于

957.44万欧元、

1,110.65 万 欧

元 和 1,508.19

万欧元。如果德

国金正大未达

到上述承诺净

利润，则临沂金

正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须按

照协议约定进

行补偿。

2018年 1月 24

日

公司2020年年

度报告披露后

10个交易日后

90日内

正在履行,德国

金正大2018年

度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

的税后净利润

为 852.67 万 欧

元，业绩承诺实

现数较承诺数

的差异为-104.

77万欧元，实际

完 成 率 为

89.06%。 根据

《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 的约

定，公司以总价

人民币1元的价

格回购临沂金

正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业绩

承诺期内应补

偿股份4,594,

987股 ， 并 于

2019年 7月 31

日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办理完

毕业绩承诺补

偿回购的注销

手续。

万连步

业绩承诺及补

偿安排

如临沂金正大

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不能正常

履行其在 《盈

利预测补偿协

议》 中的业绩

补偿承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万连步届时

将与临沂金正

大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承担连

带补偿责任。

2018年 4月 25

日

公司2020年年

度报告披露后

10个交易日后

90日内

正在履行

北京京粮鑫牛

润瀛股权投资

基金 （有限合

伙）;东富和通

（天津）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

业 （有 限 合

伙）;江苏谷丰

农业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

现代种业发展

基金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产业

发展基金有限

公司

股份限售承诺

本单位同意通

过本次交易所

获得的金正大

股份自发行完

成之日起十二

个月内不进行

转让，包括但不

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

或通过协议方

式转让该等股

份。如该等股份

由于上市公司

送红股、转增股

本等原因而增

加的，增加的股

份亦遵照前述

12个月的锁定

期进行锁定。前

述股份在同一

实际控制人控

制的不同主体

之间进行转让

或无偿划转不

受前述12个月

锁定期的限制。

2018年3月2日

2018年10月26

日起12个月内

正在履行

首次公开发

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临沂金正大

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万连

步

不进行同业

竞争

公司控股股

东临沂金正

大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和

实际控制人

万连步承诺，

不会,并促使

其控股的企

业不会在中

国境内外：以

任何形式直

接或间接从

事任何与公

司及公司控

股企业业务

构成或可能

构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关

系的业务或

活动；以任何

形式支持与

公司及公司

控股企业的

主营业务构

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

的业务或活

动；以任何形

式介入（不论

直接或间接）

任何与公司

及公司控股

企业的主营

业务构成或

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

活动。

2009年7月18

日

直至发生以

下情形之日

终止：1、公司

控股股东临

沂金正大投

资控股有限

公司和实际

控制人万连

步不再为公

司的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

制人；或2、公

司股票不再

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

当日（以较早

者为准）。

正在履行

股权激励承

诺

其他对公司

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万连步、张晓

义、 高义武、

李 计 国 、 杨

艳、 陈宏坤、

颜明霄、郑树

林、 崔彬、翟

际栋 、 徐恒

军、 张文静、

曹怀圣、唐勇

股份增持

计划自 2018

年9月11日起

12个月内，分

别増持不低

于一定金额

的公司股票

2018年9月10

日

2018年9月11

日起 12个月

内

部分终止实

施

白瑛 、 胡兆

平、 朱春红、

杨 官 波 、 许

静、 李华波、

王仕青、吴清

伟、 郇恒星、

杨宏海、宋国

发、 李玉晓、

张祥 、 王智

科、 陈少敏、

丁贵强

股份增持

计划自 2018

年9月11日起

12个月内，分

别増持不低

于一定金额

的公司股票

2018年9月10

日

2018年9月11

日起 12个月

内

已履行完毕

承诺是否按

时履行

是

如承诺超期

未履行完毕

的，应当详细

说明未完成

履行的具体

原因及下一

步的工作计

划

万连步、张晓义、高义武、李计国、杨艳、陈宏坤、颜明霄、郑树林、崔彬、翟际栋、徐恒军、张

文静、曹怀圣、唐勇自增持计划实施以来，由于定期报告窗口期等导致的交易敏感期较多，

导致增持有效期缩短，加之今年以来国内市场环境和经济政策发生较大变化，整体市场资

金收紧等影响，增持计划的实施遇到困难，增持金额未能达到增持计划的金额下限。

四、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资产类别

初始投资

成本

本期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

计入权益的累

计公允价值变

动

报告期内购入

金额

报告期内售

出金额

累计投资收

益

期末金额 资金来源

其他

477,451,

980.00

0.00 0.00

639,298,

072.79

0.00 0.00

1,116,

750,052.79

自有资金

合计

477,451,

980.00

0.00 0.00

639,298,

072.79

0.00 0.00

1,116,

750,052.79

--

五、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七、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万连步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吕向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吕向阳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李振强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

确、完整。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146,347,592.21 1,077,778,378.58 6.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717,783,784.46 762,622,998.45 -5.88%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55,825,831.60 -22.28% 193,565,608.36 -25.9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155,337.92 -414.00% -45,161,187.27 -557.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9,118,132.07 -367.35% -45,754,848.26 -494.8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7,112,831.26 -136.85% -53,039,002.68 -127.4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38 -412.31% -0.1739 -558.7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38 -412.31% -0.1739 -558.7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63% 减少2.14个百分点 -6.10% 减少5.20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997.23 主要是子公司东莞德瑞固定资产报废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30,400.00 主要是子公司长和华锂收到政府补助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58,100.47

主要是子公司融达锂业赛马节赞助费以及

交通事故赔款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19,662.22

主要是银行理财产品收益及代扣代缴个税

手续费返还

减：所得税影响额 133,644.68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3,658.85

合计 593,660.99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

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5,48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3.82% 61,857,992 19,888,342

质押 11,650,000

冻结 0

柯荣卿 境内自然人 4.29% 11,129,227

质押 0

冻结 0

黄培荣 境内自然人 1.89% 4,907,400

质押 0

冻结 0

宁德万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7% 3,045,300

质押 0

冻结 0

张长虹 境内自然人 1.07% 2,775,117 2,775,117

质押 0

冻结 0

关峰 境内自然人 0.87% 2,250,000

质押 0

冻结 0

李京 境内自然人 0.83% 2,150,000

质押 0

冻结 0

朱文辉 境内自然人 0.80% 2,079,400

质押 0

冻结 0

新余赛瑞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74% 1,910,000

质押 0

冻结 0

张连凤 境内自然人 0.65% 1,691,217

质押 0

冻结 0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1,969,650 人民币普通股 41,969,650

柯荣卿 11,129,227 人民币普通股 11,129,227

黄培荣 4,907,400 人民币普通股 4,907,400

宁德万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3,045,300 人民币普通股 3,045,300

关峰 2,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

李京 2,1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0,000

朱文辉 2,079,400 人民币普通股 2,079,400

新余赛瑞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91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10,000

张连凤 1,691,217 人民币普通股 1,691,217

朱启明 1,518,650 人民币普通股 1,518,65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中，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张长虹存在关联关系，属一致行

动人；柯荣卿与黄培荣互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一致行动人；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前10名普通股股东中，黄培荣通过信用账户持股200股，朱文辉通过信用账户

持股2,079,400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财务数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金额 年初金额 变动率 变动主要原因

货币资金 94,164,342.35 43,854,298.06 114.72%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东莞德瑞、长和华锂新增短期借款以

及收到融达锂业业绩补偿金所致

存货 81,937,693.34 54,127,700.66 51.38%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融达锂业复产后生产的锂精矿形成新增库存所致

预付款项 9,861,859.71 6,300,682.13 56.52%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长和华锂预付材料款增加所致

其他流动资产 13,881,418.49 7,658,233.17 81.26%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融达锂业新增支付当地政府锂资源开发利益共享

资金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58,722,260.70 28,607,157.25 105.27% 主要是子公司融达锂业采矿剥离费转入长期待摊费用所致

其他非流动资

产

19,688,942.21 12,735,947.18 54.59%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融达锂业技改扩能项目的工程预付款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112,620,000.00

50,000,

000.00

125.24%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以及子公司长和华锂、东莞德瑞新增银行借款所

致

应付职工薪酬 3,579,421.55 5,482,085.84

-34.

71%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已发放上年期末计提的年度工资薪酬所致

应交税费 2,692,858.35 9,154,398.53

-70.

58%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应交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4,740,384.00 9,648,889.45

-50.

87%

主要是本报告期子公司东莞德瑞预收账款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159,439,422.98 97,346,442.12 63.79%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收到融达锂业业绩补偿金所致

未分配利润 -68,431,108.89

-23,269,

921.62

-194.

08%

主要是由于本报告期同比上年期末利润减少所致

2、利润表项目（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2019年1-9月

上年同期金额

2018年1-9月

变动率 变动主要原因

税金及附加 870,954.59 1,576,831.90 -44.77%

主要是公司同比上年同期因转让芜湖融捷光电股权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

动减少税金及附加合并数所致

财务费用 5,117,515.57 709,447.82 621.34%

主要是本报告期母公司、东莞德瑞和长和华锂新增短期借款，导致财务费

用大幅上升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5,289,

238.50

-699,241.49

-656.

43%

主要是本报告期公司计提坏账准备金额增加所致

投资收益

-15,364,

106.40

3,481,225.49

-541.

34%

本报告期较上年同期增加参股公司融捷能源， 而本报告期主营钴系产品

的参股公司融捷金属和融捷能源均亏损所致

资产处置收益 -1,644.93

-100.

00%

主要上年同期母公司处置固定资产而本报告期并没有相关的资产处置事

项所致

营业外收入 937,652.66 1,556,757.35 -39.77%

主要是子公司东莞德瑞同比上年同期减少收到政府补助和较上年同期由

于转让芜湖融捷光电股权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变动减少政府补助所致

营业外支出 66,350.36 16,979.43 290.77%

主要是子公司融达锂业同比上年同期增加塔公镇赛马节赞助费以及支付

交通事故赔偿所致

营业利润

-57,439,

735.48

-13,688,

325.64

-319.

63%

1、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内融达锂业已恢复生产，但所生产的锂精矿

暂未对外销售，复产后的业绩暂未得到体现，又由于该公司本报告期未开

展进口锂精矿贸易业务，也减少了相应的销售利润，导致本报告期净利润

减少；2、与上年同期相比，本报告期新增加了参股公司融捷能源，主营钴

系产品的参股公司融捷金属和融捷能源经营均大幅亏损， 导致公司投资

收益大幅减少；3、本报告期公司短期借款比上年同期增加，导致财务费用

同比大幅上升

利润总额

-56,568,

433.18��

-12,148,

547.72�

-365.

64%

净利润

-48,472,

562.79���

-7,786,

014.59�

-522.

56%

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

润

-45,161,

187.27���

-6,865,

005.95�

-557.

85%

所得税费用

-8,095,

870.39

-4,362,

533.13

-85.58% 因本报告期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同比增加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本期金额

2019年1-9月

上年同期金额

2018年1-9月

变动率 变动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3,039,

002.68

-23,320,

150.49

-127.

44%

主要是较上年同期相比，融达锂业减少进口锂精矿业务的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同时融达锂业复产后所生产锂精矿暂

未实现销售，本报告期只有经营活动现金流出，而无经营

活动现金流入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520,

021.59

-6,712,487.62

-458.

96%

主要是子公司融达锂业较上年同期增加购建资产支出和

母公司较上年同期增加支付参股公司的投资款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165,

045.55

71,230,284.50 61.68%

主要是母公司以及子公司东莞德瑞、融达锂业同比上年同

期新增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关于公司接受融捷集团财务资助和担保额度事项

2019年2月18日经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根据2019年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确定2019年度关联方融捷

集团向公司（包括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和担保总额度为4亿元；其中，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余额不超过1亿元，按

同期市场化利率计收资金占用费；向公司无偿提供担保额度余额不超过3亿元。详情见公司于2019年2月2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19年度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和担保额度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4）。

报告期内，融捷集团向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提供财务资助1,600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提供财务资助3,260万元，为

融达锂业的控股子公司长和华锂提供担保1,600万元。 截至报告期末，东莞德瑞已全部还清财务资助1,600万元。

2、关于融达锂业康定甲基卡锂辉石矿采选项目正式投产及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矿山因故在2014年冬歇期结束后停产，为推进融达锂业矿山恢复生产，公司做了大量工作和努力，取得了实

质性进展。 2019年2月22日融达锂业与甘孜州政府签署了建立锂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机制的协议，5月10日康定市政府通报融达锂业矿山已

具备开工条件，5月16日融达锂业矿山举行了开工仪式，进入全面生产调试阶段，6月6日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6月10日正式投产。 截至

报告期末，融达锂业处于正常生产经营状态，所生产锂精矿暂未对外销售，融达锂业恢复生产后的业绩暂未得到体现。 融达锂业已根据市

场行情及自身实际情况制订了销售计划，希望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预计第四季度可实现销售产生效益。

关于融达锂业复产详情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9年2月23日、5月11日、5月18日和6月1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矿山复工复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8）、《关于全资子公司融

达锂业矿山复工复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26）、《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矿山复工复产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29）和《关于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康定甲基卡锂辉石矿采选项目正式投产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3、关于东莞德瑞10%股权转让事项

2019年5月24日经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以1,600万元的价格将东莞德瑞10%的股权转让给广州德瑞。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公司仍保持对东莞德瑞的实际控制权，不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交易对方尚在

筹划相关事项，交易尚未完成。

关于东莞德瑞10%股权转让事项详情见公司于2019年4月23日披露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关于转让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10%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9-020）。

4、关于融达锂业49%股权2018年度业绩补偿金派发进展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确认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8年度业绩承诺补偿数额的议案》，并提交2018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承诺方股东融捷集团、张长虹女士、柯荣卿先生回避表决，该议案未获股东大会通过。融达锂业49%股权2018年度业绩承诺

补偿数额为5,193.18万元，公司已于2019年5月17日收到上述全部补偿金。

报告期内，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重新审议并批准了该议案。 2019年10月22日披露了业绩补偿金派发实施公告，目前

正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相关程序办理。

上述详情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3日、5月18日、5月25日、9月28日、10月22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14）、《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8年

度业绩承诺未达目标的情况说明及致歉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8年度业绩补偿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8）、《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8）和《关于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18年度业绩补偿金派发的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9-050）等相关公告。

5、公司为东莞德瑞提供财务资助事项

经2019年5月24日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同意公司向东莞德瑞提供财务资助额度余额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签订交易合同有效，在有效期限内可循环使用。 报告期内，公司向东莞德瑞提供财务资助共计200万元，东莞德瑞已

全部归还。

上述详情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9年4月23日和5月25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8）和《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31）。

6、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增资事项

2019年8月23日公司第六届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增资的议案》，增资完成后融达锂业注册资本

将由134,086,388.37元增加至300,000,000元，公司仍持有其100%的股权。截至目前，公司已完成对融达锂业的增资，融达锂业已完成相

应的工商变更并取得新的营业执照。

上述详情请查阅公司分别于2019年8月27日和10月15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增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4）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增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49）。

7、关于东莞德瑞涉及诉讼情况

（1）2018年度，东莞德瑞因山东威能环保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威能” ）拖欠货款，向法院起诉要求其支付拖欠货

款共计2,575,00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判决书（一审判决），判决山东威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东莞德瑞

货款2,497,750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山东威能已进行上诉，法院已受理。

（2）报告期内，因合同纠纷，东莞德瑞向四会市人民法院起诉肇庆遨优动力电池有限公司支付其拖欠货款及违约金等共计1,201万

元，四会市人民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2019年度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计划， 报告期内未发生。

2018年度授权的委托理财额度范围内发送到委托理财500万元

于2019年1月15日到期赎回，获得收益1.30万元

2019年02月02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关于2019

年度闲置自有资金委托理财计划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9-003）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东莞德瑞提供担保额度事项， 报告期内未发

生

2019年04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为控

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7）

关于四川路翔注销事项，目前注销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2019年04月23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4）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融达锂业提供担保，报告期内未发生 2019年08月27日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关于为全

资子公司融达锂业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

编号：2019-045）

股份回购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采用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回购股份的实施进展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公司等承诺相关方在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四、对2019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2019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同比扭亏为盈

同比扭亏为盈

2019年度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万元） 450 至 1,100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703.63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2019年度经营业绩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扭亏为盈的主要原因是：

子公司融达锂业锂矿2019年正式复产，所生产的锂精矿实现销售产生效

益。

五、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资产

□ 适用 √ 不适用

六、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七、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八、委托理财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九、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的签字页）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向阳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2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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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吕向阳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4日以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方式同时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2019年10月24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并表决。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6人，实际出席6人，代表有表决权董事的100%。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吕向阳先生主持，全部监事、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董事会。

5、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与会董事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董事会承诺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的载有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及财

务数据的电子文件内容与同时报送的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文稿一致。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54）。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11月10日届满，为促进公司规范治理，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需进行换届选举。按照《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董事会由六名董事组成”的规定，此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候选人为六名，其中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四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两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吕向阳先生、张顺祥先生、张国强先生、谢晔根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拟聘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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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将于2019年11月10日届满，为促进公司规范治理，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

会需进行换届选举。按照《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六条“董事会由六名董事组成”的规定，此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候选人为六名，其中非独立董

事候选人四名，独立董事候选人两名。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沈洪涛女士、雷敬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候选人沈洪涛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并已取得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候选人雷敬华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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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二，雷敬华先生书面承诺详见附件三）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与公司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一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津贴如下：独立董事津贴为每人6万元/年（含税），按月平均发放，税款由公司代扣

代缴；非独立董事中若在公司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由董事会按其担任的行政管理职务确定薪酬，不另外发放董事津贴；非独立董事中若

没有在公司担任行政管理职务的，发放董事津贴，津贴为每人6万元/年（含税），按月平均发放，税款由公司代扣代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

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于2019年11月11日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情见同日披露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2019-055）。

表决结果：6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署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附件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吕向阳先生，1962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经济师。曾在中国人民银行巢湖分行工作；1992年开始经商，1995年2月与王

传福先生共同创办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比亚迪（002594.SZ）前身）；1995年创立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融捷集团” ），并一

直担任董事长。吕向阳先生有着数十年金融及资本运作经验，同时还有十多年锂电池及新能源材料等行业实业工作经历。另外还担任比亚

迪（002594.SZ）副董事长、融捷健康（300247.SZ）董事长、比亚迪慈善基金会副理事长、广东安徽商会名誉会长、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名誉

会长、广东省产业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安华农业保险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融捷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司披露日，持有公司股份61,857,992股。 吕向阳先生为融捷集团的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并在融

捷集团控制的企业担任董事等职务，同时也是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13,300股。 吕向阳

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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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

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吕向阳先生与董事候选人谢晔根先生有关联关系，与

公司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顺祥（ZHANG� SHUNXIANG），1968年1月出生，加拿大国籍，本科学历。 199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2014年9月至2016年11月就读

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生院《资本经营（投融资与集团管控）高级研修班》。 1990年至1994年任江苏江环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1994

年至1997年任南京洛普股份有限公司片区总经理；1997年至2003年任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模块电源事业部 （后更名为艾默生网络能源有

限公司）助理总经理；2003年至2008年任Cinnabon理事；2008年至2010年任深圳市和宏实业有限公司D&S厂家配套事业部总经理；2010

年至2013年任Insno (Nokia全球服务系统）CEO；2013年至2017年4月任融捷集团副总裁；2017年4月至2017年12月任公司副总裁；2018

年1月至今任融捷集团高级副总裁。

张顺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配偶通过深圳艾斯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合计4,300股。 张顺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

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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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张顺祥先生除在公司控股股东融捷集团担任高管、在融捷集团控制的企业

担任董事等职务外，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

人” 。

张国强先生，中国国籍，1965年1月出生，上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学专业研究生。 1986年7月至

1990年10月任九江职业技术学院讲师；1990年10月至1997年6月任深圳市时晖电化有限公司生产经理；1997年6月至2002年3月任IBM�

(深圳长科国际电子有限公司)高级制造部经理；2002年3月至2007年10月任万嘉源通讯设备（深圳）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年10月至2012

年8月任TCL通讯设备 （惠州） 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3年01月至2013年7月任yco� International� Ltd� (泰科国际有限公司TE�

Connectivity)�子公司总经理（亚太区项目经理）；2013年08月至2015年10月任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002273.SZ）总经理；

2015年11月至2016年5月任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6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融捷集团副总裁；2017年12月28日至今任公

司高级副总裁。

张国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张国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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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张国强

先生除在公司控股股东融捷集团控制的企业担任董事等职务外，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谢晔根先生，1986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及理学学士学位，2011年毕业

于美国乔治城大学公共政策学院，获得公共政策专业硕士学位。 谢晔根先生于2011年从美国乔治城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任职于高盛高华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从事投行业务，并参与多个境内及香港上市公司资本运营项目。 谢晔根先生于2015年加入融

捷集团，现任融捷集团副总裁，并在融捷集团控制的企业担任高管。

谢晔根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谢晔根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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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谢晔根

先生现为公司控股股东融捷集团副总裁，并在融捷集团控制的企业担任高管；谢晔根先生与公司现任董事长吕向阳先生有关联关系，除前

述关联关系外，谢晔根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

附件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沈洪涛女士，1967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博士学历、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

业（本科），1998年取得Lancaster� University会计学硕士学位，2005年取得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2009年至2011年于北京大学从事

博士后研究。

沈洪涛女士1989年至1991年任黄埔海关关员；1992年至1996年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科员、 副主任科员；1999年曾任普华永道国际会计

公司高级顾问；1999年至今任职暨南大学会计学系，先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2013年至今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2013年至今任China�

Journal� of� Accounting� Studies编委；2014年至今任《会计研究》编辑部编委。同时还担任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600259.SH)独立

董事、广州市广百股份有限公司(002187.SZ)独立董事、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000539.SZ)独立董事、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000987.SZ)独立董事。

沈洪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任职，沈洪涛女士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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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

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沈洪涛女士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雷敬华先生，1986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专业（本科），2011年取得蒂尔堡大

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14年取得蒂尔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2014年9月至2019年8月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助理教授；2019年9月至今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教授。

雷敬华先生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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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敬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曾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任职。 雷敬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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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雷敬华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附件三：雷敬华先生书面承诺

承诺书

本人雷敬华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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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

司融捷股份（002192）将公告本人的上述承诺。

承诺人：雷敬华

2019年10月24日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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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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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监事会由监事长黄江锋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2019年10月14日以电子邮件及手机短信方式同时发出。

2、本次监事会于2019年10月24日上午10: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

3、本次监事会应出席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代表有表决权监事的100%。

4、监事长黄江锋先生主持了本次监事会，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5、本次监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监事会同意董事会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其编制和审核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并发表专项审核

意见如下：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

监会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9-054）。

表决结果：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2、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将于2019年11月10日届满，为促进公司规范治理，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需

进行换届选举。按照《公司章程》第一四十四条“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监事由股东代表（或外部监事）、公司职工代表担任。公司职工代

表担任的监事不得少于监事人数的三分之一”的规定，公司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一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两名。 公司

监事会提名黄江锋先生、孙增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

历详见附件）

上述公司第七届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在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计算。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规模等实际情况，监事会同意第七届监事会监事津贴如下：非职工代表监事的津贴为每人5.76万元/年（含税），按月平

均发放，税款由公司代扣代缴；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按其相应行政职务领取职务薪酬，不另领取监事津贴。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署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附件：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黄江锋先生，198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2003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行政管理专业学士学位。 黄江锋

先生曾任职于中国石化湖南郴州石油分公司、东莞徐记食品有限公司、国信证券广州营业部，2008年8月至今在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工作，现任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集团” ）董事兼总经理，并在融捷集团控制的企业担任董监高等职务，另外还担

任比亚迪（002594.SZ）监事。

黄江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黄江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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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黄江锋

先生除在公司控股股东融捷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担任董兼高等任职关系外，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孙增明先生，196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90年毕业于阜阳师范学院政教系法学专业。 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

师。 1990年9月至1992年5月任安徽省巢湖市第六中学政治教师，1992年6月至1997年8月任安徽省巢湖市财政局办事员、巢湖市会计师事

务所项目经理，1997年9月至2001年11月任深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分所项目经理，2001年12月至2005年10月任广东天华华粤会

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2005年11月至今任广州证信会计师事务所所长，2018年5月15日至今任融捷健康（300247.SZ）董事。

孙增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孙增明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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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融捷集

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孙增明先生除在融捷集团控制的上市公司融捷健康（300247.SZ）担任董事外，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其他股东、实际

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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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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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七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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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融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将于2019年11月10日届满，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了2019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经全体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选举李振强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李振强先生将与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任期与第七届监事会任

期一致。

李振强先生在最近二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中有关监事任职资格和条

件的规定。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拟聘任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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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附：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李振强先生，1965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住权。 1987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数学专业，2005年完成中山大学会计学专业

研究生课程学习，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非执业），2014年完成江西财经大学EMBA学习，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1990年至1993年任广东

省陶瓷公司财务科长，1993年至2002年任广东省陶瓷实业开发公司财务科长，2002年起任本公司财务经理、财务副总监，2009年4月21日

至2015年8月24日任本公司内审负责人，2015年6月30日被选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2015年8月24日至今任公司财务副总监兼会计管理部

总经理，现还担任公司原控股子公司芜湖融捷光电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现为公司控股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董事。

李振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李振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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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

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李振强

先生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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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9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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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2019年10月24日召开，会议决议于2019年11月11日召开公

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本次股东大会为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并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召开。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集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11月11日（星期一）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0日-2019年11月1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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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2019年11月10日下午15:00至2019年11月11日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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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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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

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19年11月5日（星期二）

7、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于2019年11月5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股东不能亲自出席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45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以下审议事项中，议案1-5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同意提交给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

1、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1�选举吕向阳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1.2�选举张顺祥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1.3�选举张国强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1.4�选举谢晔根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2、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1�选举沈洪涛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2.2�选举雷敬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3、《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3.1选举黄江锋先生为公司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

3.2选举孙增明先生为公司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

4、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5、审议《关于制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

1、上述议案中，议案1-3分别选举非独立董事4人、独立董事2人、非职工代表监事2人，采用累积投票制，为等额选举方式，股东所拥有

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

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否则该议案投票无效，视为弃权。 累积投票具体方法详见附件一。

2、上述议案中，议案1-4为影响中小投资者的重大事项，需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

3、本次换届选举提名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候选人资格经提名人初步审查后，认为候选人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有关规定，具有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业务技能及工作经验。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

议后，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相关候选人简历已经披露在公司相应的董事会、监事会决议公告中。

4、上述议案内容详见2019年10月26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融捷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9-052）、《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2019-053）、《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提名人

声明》以及《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等相关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中，提案1至3为累积投票提案，提案4至5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具体编码如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

票

累积投票提案（为等额选举）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选举吕向阳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张顺祥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张国强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谢晔根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2.01 选举沈洪涛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雷敬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黄江锋先生为公司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孙增明先生为公司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制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

5.00 《关于制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证明书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证券账户卡、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

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登记：自然人股东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

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请于2019年11月8日17:00前送达至公司。 来信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

样，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股东请仔细填写《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附件二）及《授权委托书》（附件三），以便登记

确认。

2、登记地点及《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和《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45层 融捷股份董秘办，邮编：510623。

登记传真：020-38289867

登记邮箱：lxgfdmb@163.com

3、登记时间：2019年11月7日-8日，当天的上午9:00-12:00、下午13:30-17:00。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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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

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会务联系人：何成坤、韦萌馨

联系电话：020-38289069

传 真：020-38289867

联系邮箱：lxgfdmb@163.com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45层 融捷股份董秘办，邮编：510623

七、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经与会监事签署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0月24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192” ，投票简称为“融捷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提案编码1.00代表议案一，提案编码2.00代表议案二，依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分为累积投票议案和非累积投票议案，具体填报方式如下 ：

（1）累积投票提案（议案 1至议案 3）：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以其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 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

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位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议案1至议案3）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如议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4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4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4�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如议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选举监事（如议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人）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2）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11月11日的交易时间，即9:30-11:30�和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11月1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9年11月11日（现场

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7年修订）》的规定办理

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参会股东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法人股东名称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

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姓名/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个人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附注：

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相同）。

2、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19年11月8日17:00之前通过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3、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授权委托书

NO.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 （姓名/单位名称）出席融捷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股东大会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如授权委托书没有做出指示，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本单位）承担。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累积投票提案（为等额选举，请填报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同意票数（股）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董事（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4人

1.01 选举吕向阳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张顺祥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张国强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谢晔根先生为公司董事（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2.01 选举沈洪涛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2.02 选举雷敬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提名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

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黄江锋先生为公司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 √

3.02 选举孙增明先生为公司监事（非职工代表监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请填报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4.00

《关于制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与非独立董事津贴的

议案》

√

5.00 《关于制定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津贴的议案》 √

特别说明：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对于累积投票议案，直接填入同意票数；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

中打“○”为准，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2、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委托人为法人的必须加盖法人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人持股性质：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470

证券简称：金正大 公告编号：

2019-069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54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KINGENTA� ECOLOGICAL� ENGINEERING� GROUP� CO.,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