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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25

证券简称：光启技术 公告编号：

2020-042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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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于2020年4月13日以直接

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了会议通知，会议于2020年4月21日上午10时在深圳市南山区高新中一道9

号软件大厦三层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由董事长刘若鹏博士

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 会议采用记

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的披露日期从2020年4月24日延期到不晚于2020年6月15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刊载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0-043），以及

刊载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光

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疫情影响延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的专项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疫情影响延期披露

2019年年度报告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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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9

年经

审计年度报告延期披露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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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原预计披露日期为2020年4月24日。

2、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后的披露日期预计不晚于2020年6月15日。

一、审议程序情况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4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延期披露的议案》，同意将经审计年度报

告的披露日期从2020年4月24日延期到不晚于2020年6月15日。

本次年度报告延期事项符合《证券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通知要求。 公司对延期披露年度报告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

解。

二、延期披露说明

（一）无法按期披露的原因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各地复工均有所延迟，给公司的客户函证、拜访，以及异地子公

司的审计带来了较大困难。 本着审慎原则及对广大投资者负责的态度，同时为确保公司信息披露内容的

准确和完整性，经与公司2019年年度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天

职会计师事务所” ）充分沟通，预计审计工作完成时间晚于预期，年度审计报告无法按期出具。

（二）受疫情影响事项及程度

1、深圳光启尖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启尖端” ）作为公司超材料尖端装备业务的主要运营

主体，根据公司2020年2月27日发布的《2019年度业绩快报》，超材料尖端装备业务的营收占比47.87%，

同比增长71.99%，净利润占比88.16%，同比增长166.14%。由于尖端业务收入利润同比大幅度增长，本着

专业审慎原则，审计单位需要对主要业务客户以询证函+访谈的形式确认研发以及批产订单完成交付情

况、受托研制项目各节点工作内容、完成情况、所属期间及项目研发经费拨付情况等，从而确认公司收入

以及应收账款的情况。

尖端装备业务主要客户为各大装备集团及附属院所，主要集中分布在北京、成都、沈阳，且总部基本

在北京。 虽然当前成都与沈阳当地已经降低了疫情管控的响应等级，但北京地区以及上述客户单位仍旧

处于严格管控状态，无法进入客户单位进行现场访谈。 并且受行业政策的影响，无法通过电话、视频等互

联网方式开展远程审计工作；因所涉及项目的特殊性，大部分客户无法进行回函以确认项目各节点工作

内容、完成情况，需要去客户集团总部进行现场访谈确认。

目前无法回函以及无法安排现场访谈的客户贡献的收入占公司2019年营业收入的比例为31.94%，

占光启尖端营业收入比例为73.42%，客户的应收账款占期末光启尖端应收账款余额比例为91.61%。 因

疫情原因，当前北京地区以及上述客户单位不能接受外部拜访，以致审计工作无法按时完成，且完成时

间不确定。

2、公司注册、经营地主要集中在深圳、杭州，公司严格执行深圳以及杭州的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相关

防控规定，并且根据办公场所所在区、物业等各联防单位的相关防控要求，制定了如对异地返岗人员实

施严格的管控隔离措施、日常复工乘用交通工具限制等一系列返岗复工防疫措施。 公司主要职能人员以

及对接本次审计机构的财务人员基本上在2020年2月24日开始陆续复工，深圳区域现场实际进场工作日

由原定2020年2月10日延迟至3月10日，杭州区域浙江龙生汽车部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生科

技” ）现场实际进场工作日由原定2020年2月10日延迟至4月7日。 龙生科技作为公司的重要子公司，其

2018年度营业收入占比超过63%，净资产占比约9%，净利润占比约78%。 由于进场时间较晚，当前龙生

科技的现场审计进度滞后严重，以致审计工作无法按时完成，初步预计可在5月上旬完成对龙生科技的

审计工作。

三、当前相关工作进展情况

在审计机构进场之前，公司已积极与审计机构通过网络、电话沟通等方式进行年报审计工作；审计

机构进场后，公司已安排财务、销售、人力、生产、仓储等相关部门全力配合现场审计工作。 截至目前，公

司已完成年度报告非财务部分的主要章节的初稿编制工作，完成2019年度董事会议案的收集与整理，后

续根据审计进度，陆续补充相关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由于整体进度后延，及客户、供应商自身所在地防疫的影响，对应主要客户和供应商的函证无法及

时进行回函确认，审计机构无法按期完成函证工作。 龙生科技现场实际进场工作日由原定2020年2月10

日延迟至4月7日，进场前虽积极通过网络、电话沟通等方式进行年报审计工作，但在获取充分、恰当的审

计证据及执行相关审计程序上均受到一定的固有限制，且部分需现场完成的审计程序如票据、资产的盘

点、产权原件复核及特殊事项访谈等均无法得到有效执行。 目前审计机构正在补充、完善前期获取的相

关审计证据及补充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 上述审计程序执行涉及财务报表重要会计科目， 包括应收账

款、预收款项、应付账款、预付款项、营业收入、存货等。

四、应对措施及预计披露时间

公司已积极采取措施，与客户、重要子公司以及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充分沟通，并增加了必要人员支

持，全力配合审计机构对公司重要子公司的现场审计工作，并根据北京以及客户方面的管控政策，尽快

完成对公司重要客户的现场访谈。 经与审计机构沟通，预计不晚于2020年6月15日披露2019年经审计年

度报告。

五、会计师事务所结论性意见

天职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经审计年度报告延期事宜出具了专项意见。 专项意见认为：公司的延期事

项以及原因符合实际情况，并且公司已采取积极措施配合审计工作。专项意见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

年4月23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

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因疫情影响延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的专项意见》

六、报备文件

1、《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因疫情影响延期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的专项意见》

特此公告。

光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0881

证券简称：中广核技 公告编号：

2020-036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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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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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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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

22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00至3: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4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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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02号中广核大厦北楼16层881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林坚。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541,733,18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3004％。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539,950,9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7.1119％。 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782,2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8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782,2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85％。其中：通过

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

1,782,2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885％。

3、公司董事林坚、胡冬明、程超、张涛，独立董事刘澄清、孙光国，监事王新华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

席了会议。

4、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委派孙亦涛、黄友川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00�关于补选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41,494,68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60％；反对238,5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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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3,7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6180％；反对2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13.38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孙亦涛、黄友川

结论性意见：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

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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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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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以下简称“本

次会议” ）通知于2020年4月15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本次会议于2020年4月22日以现场及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3、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

4、本次会议由监事王暾先生召集并主持。

5、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和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选举王暾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议案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

表决结果：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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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股东深圳国合长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

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持本公司股份4,780,11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5056%）的股东深圳国合长泽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合长泽” ）计划在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

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2,390,05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2528%）。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深圳国合长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年11月25日

注册及办公地点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

出资额 5,000万元

出资人情况

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4,950万元， 深圳市前海鹏泽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5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588001333

国合长泽持有公司4,780,11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945,425,815股的0.5056%，于2020年4月10日起

解除限售，已上市流通。

国合长泽的一致行动人中国大连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合集团” ）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为118,914,27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2.5779%。 国合长泽与国合集团合计持有公司123,

694,38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083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本次拟减持的原因：筹集经营发展资金。

2、股份来源：认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配套融资而取得的股份。

3、减持数量：不超过2,390,057股，即不超过中广核技股份总数的0.2528%，以及不超过国合长泽持

有中广核技股份数量的50%。

4、减持期间：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7、本次拟减持事项未违反国合长泽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或承诺。

三、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为国合长泽自身经营发展需求决定，在减持期间内，国合长泽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

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四、备查文件

深圳国合长泽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减持中广核技股份的通知。

特此公告。

中广核核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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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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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在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4月22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4月22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年4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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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2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许刚先生。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方式 股东人数 股份总数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现场参会 17 943,693,803 46.4411％

网络参会 72 103,910,417 5.1136％

合计 89 1,047,604,220 51.5548％

其中：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7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68,783,93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3062％。

8.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了股东大会现场

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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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股东大会形成决议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选举了许刚先生、谭瑞清先生、常以立先生、杨民乐先生、和奔流先

生、申庆飞先生、张其宾先生、周晓葵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1选举许刚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42,154,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98%。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63,333,99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711%。

1.2选举谭瑞清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43,322,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1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64,502,1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631%。

1.3选举常以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41,888,35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4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63,068,07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6135%。

1.4选举杨民乐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43,356,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64,535,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831%。

1.5选举和奔流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32,084,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86%。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53,264,2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050%。

1.6选举申庆飞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32,083,9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85%。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53,263,7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8047%。

1.7选举张其宾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32,019,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24%。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53,199,4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666%。

1.8选举周晓葵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32,019,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123%。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53,198,80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7662%。

2、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选举了邱冠周先生、于晓红女士、林素月女士、李力女士为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2.1选举邱冠周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43,687,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64,867,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95%。

2.2选举于晓红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43,688,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64,867,8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98%。

2.3选举林素月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43,688,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64,867,8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98%。

2.4选举李力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43,687,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6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64,867,3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795%。

非独立董事许刚先生、谭瑞清先生、常以立先生、杨民乐先生、和奔流先生、申庆飞先生、张其宾先生、

周晓葵先生与独立董事邱冠周先生、于晓红女士、林素月女士、李力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

期三年（自2020年4月22日起至2023年4月21日止）。

第七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

的二分之一。

3、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选举了冯军先生、杜伟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3.1选举冯军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35,957,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82%。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57,137,1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996%。

3.2选举杜伟立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得票数1,043,719,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1%。

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得票数164,898,73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6981%。

冯军先生、杜伟立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靳新路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

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 2020�年4月22日起至2023年4月2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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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霍庭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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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所作《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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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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2日（周

三） 以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2020年4月22日按

《公司章程》规定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12人，实际出席董

事12人，会议由董事长许刚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并达到了《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规定的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表决权数。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选举许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谭瑞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1.1选举许刚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1.2选举谭瑞清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许刚、谭瑞清、和奔流、林素月，其中许刚为召集人；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于晓红、李力、申庆飞，其中于晓红为召集人；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邱冠周、于晓红、许刚，其中邱冠周为召集人；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李力、邱冠周、常以立，其中李力为召集人。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不少于三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占半数以上并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的召集人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的规定。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和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董事长提名，并报提名委员会审核，聘任许

刚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张海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3.1聘任许刚先生为公司总裁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2聘任张海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总裁许刚先生提名，聘任和奔流先生为公

司常务副总裁；聘任申庆飞先生为财务总监；聘任朱全芳先生为技术工程总监；聘任张海涛先生为副总

裁；聘任陈建立先生为研发副总裁；聘任闫明先生为合规总监兼人事行政总监。以上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

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4.1聘任和奔流先生为常务副总裁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2聘任申庆飞先生为财务总监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3聘任朱全芳先生为技术工程总监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4聘任张海涛先生为副总裁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5聘任陈建立先生为研发副总裁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6聘任闫明先生为合规总监兼人事行政总监

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规定，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聘任靳新路先生为公司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结束止。

本议案获得通过，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附件：

许刚，男，196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自2002年7月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党委书记。许刚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416,642,402�股，占总股本的 20.50%。许刚先生

以股东身份提名常以立先生、杨民乐先生、和奔流先生、申庆飞先生、张其宾先生、周晓葵先生为第七届非

独立董事并当选，前述人员为许刚先生在董事会层面控制的关联人；许刚先生以董事长身份提名张海涛

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并当选，以总裁身份提名和奔流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裁、申庆飞先生为财务总监、朱全

芳先生为技术工程总监、张海涛先生为副总裁、陈建立先生为研发副总裁、闫明先生为合规总监兼人事行

政总监并当选，前述人员为许刚先生在管理层面控制的关联人。 许刚先生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许刚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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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谭瑞清，男，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自2002年7月至今任公司副董事

长；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河南银科国际化工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2月至2020年4

月任公司营销副总裁、采购副总裁。 谭瑞清先生通过公司股东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及汤阴县豫鑫木糖

开发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89,688,685股，其本人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248,265,996�股，共持有

本公司股票337,954,681股，占总股本的 16.63%，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 5%

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谭瑞清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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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常以立，男，194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 自2002年5月起任本公司

董事。 现任公司董事。 常以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1,575,000�股，占总股本的0.08%。 常以立先生为持

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董事，在董事会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的关联人，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常以立先生不存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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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杨民乐，男，195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郑州大学硕士生导

师；《钛白》杂志编委；焦作市安全管理委员会专家组成员。 自2002年7月至2016年12月任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 杨民乐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1,714,125股，占总股本的0.08%。 杨民乐先生为持

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董事，在董事会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的关联人。

杨民乐先生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杨民乐先

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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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和奔流，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2005年至2015年1月任本公司

副总经理，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任公司总经理，2016年12月至今任公司常务副总裁兼人事行政总监。

2018年1月至今兼任龙佰四川钛业有限公司董事长，2018年8月至今兼任龙蟒矿冶董事长。 和奔流先生持

有本公司股票29,611,45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6%。 和奔流先生为持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

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董事、常务副总裁，在董事会层面和管理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的关联人，与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和奔流先生不存在以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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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申庆飞，男，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硕士，具有会计师、金融专业经济师、董

事会秘书等资格证书。 2003年7月至2006年1月，任公司战略发展部副部长；2006年1月至2008年6月，任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助理、董事会秘书处副主任、证券事务代表等职务。 2008年6

月至2011年1月，任广州摩登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内审副总监；2011年1月至2012年10月，任海南天然橡胶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2年10月至2017年10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4年4月至今任

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4月起任公司董事。2015年12月至今兼任河南荣佳钪钒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

年10月起兼任佰利联融资租赁（广州）有限公司董事长。 申庆飞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656,250股，占总股

本的0.03%。申庆飞先生为持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董事、财务总监，在

董事会层面和管理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的关联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

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申庆飞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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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

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张其宾，男，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经济师。 自2002年5月起任本公司

董事。现任公司董事、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安阳市豫鑫木糖醇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张其宾先生为公司股东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其宾先生为持公司股份5%以上

股东、公司董事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董事，在董事会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的关联人，与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其宾未持有公司股票，张其宾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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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周晓葵，男，196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工程师。2010年10月至2013年9月

任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3年9月至2017年4月任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2016年12月至2019年8月任公司研发副总裁，2017年4月至今任公司董事。周晓葵先生未持有公

司股票，周晓葵先生持有四川龙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份124万股，占龙蟒集团总股本的2.00%。 周晓葵

先生为持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董事，在董事会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

的关联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周晓葵先

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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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邱冠周，男，1949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广东省梅州市人，博士学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

士。曾任中南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南大学副校长，现任中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

群体学术带头人，生物冶金领域国家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第19届国际生物冶金大会主席并被推选为

国际生物冶金学会副会长。 邱冠周先生经培训考核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邱冠周先生未

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邱冠

周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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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于晓红，女，1973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广东省深圳市人，博士学位。 曾任吉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

授、副院长、院长，现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吉林省第六批拔尖创新人才，长春市

第五批有突出贡献专家。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第八届理事会理事，吉林省审计学会副会长，吉林省

管理会计咨询专家，吉林省高级会计师评审委员会委员，吉林省会计学会高级专家暨吉林省会计理论研

究专业委员会委员。 于晓红女士经培训考核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任职资格证书。 于晓红女士未持有公

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于晓红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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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林素月，女，1963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河南省焦作市人，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曾任河南

省孟州市财政局公积金中心副主任，河南省焦作市农开公司经理，河南省焦作市政府国资委调研员。林素

月女士于2017年4月退休。 2018年1月起任公司独立董事。林素月女士经培训考核具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任职资格证书。 林素月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

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林素月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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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李力，女，1968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河南省焦作市人，本科学历。 2005年3月至今任河南力诚律师事

务所主任、二级律师，焦作市律师协会副会长，焦作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专家，焦作市第十届、十一届、

十二届政协委员，焦作市妇女儿童维权服务站站长。李力女士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已承诺参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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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力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力女士不存在以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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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张海涛，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经

济师，具备会计从业资格和证券从业资格，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考试。 1998年7月

至2001年12月，南方证券郑州营业部投行部经理；2001年12月至2007年9月，焦作市财政局预算科副科

长、团委副书记（其中：2003年6月-2006年12月，在职攻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7年

9月至2010年7月，脱产攻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10年7月至2014年1月，焦作市财政局

预算编制局副局长；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 焦作财政局债权债务科科长；2017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 张海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为持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董事

会秘书、副总裁，在管理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的关联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

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张海涛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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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朱全芳，男，中国国籍，1966年出生，本科学历。 2009年10月至2013年10月任四川龙蟒钛业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2013年10月至2014年3月任襄阳龙蟒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年3月至今任四川龙蟒钛业

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2017年4月至今任公司技术工程总监。 朱全芳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为持公司股

份5%以上股东、公司董事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技术工程总监，在管理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的关联人，

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朱全芳先生不存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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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陈建立，男，中国国籍，1976年9月出生，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0年7月起于龙蟒佰利联股份有

限公司任职，负责研发、质量管理、销售技术、工程项目、生产工艺等方面工作，曾任公司科研中心主任、技

术研发部部长、技术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现任公司总裁助理、云南国钛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 陈建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20,000股，占总股本的0.02%。 陈建立先生为持公司股份5%以上股

东、公司董事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研发副总裁，在管理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的关联人，与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建立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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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闫明，男，中国国籍，1979年6月出生，本科学历。2001年9月至2018年3月，先后在焦作市乡镇企业局、

市企业发展服务局、市工信委（局）任职，负责综合管理、经济运行、企业改革、信访等方面工作，现任公司

总裁助理兼总裁办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 闫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为持公司股份5%以上股东、公司董

事长、总裁许刚先生提名的合规总监兼人事行政总监，在管理层面为许刚先生控制的关联人，与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闫明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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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靳新路，男，汉族，1976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在博联律师事务所工

作，现任公司审计部部长，2020年4月起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靳新路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靳新路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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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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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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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4月22日（周

三）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监事会的会议通知和议案已于2020年4月22日按《公司章程》规定以书面送

达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发送至全体监事。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开和表

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选举冯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任

期三年，自即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结束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4月22日

附件：

冯军先生简历

冯军，男，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自2005年4月起任本公司监事。现任

本公司监事会主席、纪委书记、工会负责人。 冯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448,200股，占总股本的0.07%。

冯军先生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权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军先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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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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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代行证券事务代表

职责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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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原证券事务代表任期届满前已离职，因公司尚未

聘任新任证券事务代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自2020年4月22日起由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海涛先生代行证券事务代表职责，直至公司正式聘任证券事务代表为止。

张海涛先生联系方式：

办公电话：0391-3126666

传真电话：0391-3126111

联系地址：河南省焦作市中站区冯封办事处

电子邮箱：zht@lomonbillions.com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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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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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4月3日、2020年4月22日召开的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董事会换届选举相关议案， 具体内

容详见2020年4月7日、2020年4月23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最新股

权结构、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公司控股股东将由无控股股东变更为许刚先生，实际控制人由无实际控制

人变更为许刚先生。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公司法》规定，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持有

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

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

（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 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

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五） 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5%以上股东持股情况：许刚先生持有公司416,642,40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20.50%；谭瑞清先生通过公司股东河南银泰投资有限公司及汤阴县豫鑫木糖开发有限公司间接合计持

有本公司股票89,688,685股，其本人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248,265,996股，共持有本公司股票337,954,

68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63%；李玲女士持有公司199,786,76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9.83%。

从公司最新股权结构来看，许刚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20.50%，高出第二大股东3.87%，

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从董事会成员构成来看，第七

届董事会12名董事中，许刚先生提名并当选7名非独立董事，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

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因此，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最

新股权结构、董事会成员构成情况，公司控股股东由无控股股东变更为许刚先生，实际控制人由无实际控

制人变更为为许刚先生。

特此公告。

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