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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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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8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8 － 2020/5/29 2020/5/29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4月15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户除

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不参与利润分

配。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方案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余额为基数，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户除外）每10股派发0.28元（含税）现金红利。截至2019年12月31

日，公司总股本1,271,315,443股，扣除公司目前回购专户的股份28,749,998股，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

红利34,791,832.46元（含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公司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271,315,443股，本次参与分配的股数为1,242,565,445股，

回购专户中的股份28,749,998股不参与本次分配。

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公司2019年度不送转股份，因此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

“0” 。

每股现金红利=（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1,242,565,445×

0.028）÷1,271,315,443=0.027元

本次公司权益分派计算的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027）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5/28 － 2020/5/29 2020/5/29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

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广东粤财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的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

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28元；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

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0.028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

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

币0.0252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

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

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

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

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252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28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759-2820938

特此公告。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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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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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

部下发的《关于对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46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 《问询函》的全文如下：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

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从经营模式、财务状况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大额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年报显示，公司本期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合计2.57亿元，较前期有大幅提升。 对此，请分项补充说明：

1.关于存货。 公司本期计提存货减值准备4220.25万元，其中对库存商品计提3687.92万元，期末公司库

存商品账面价值1.21亿元。 对存货计提减值主要涉及所产石墨烯产品市场价值和销售状况恶化。 请公司补

充说明:（1）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市场销售、历史去化程度等，是否在本期发生重大变化;（2）本期计提存

货减值的主要因素和依据，减值测试结果是否充分、审慎、客观，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3）结合相关

产品历史销售和单价变动情况，说明前期存货减值计提是否充分。

2.关于固定资产与无形资产。 公司本期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2902.25万元，对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

备1.31亿元，主要涉及生产石墨烯产品的子公司生产经营困难。 此外，公司本期未通过内部研发形成无形资

产，期末累计通过内部研发形成的无形资产占比为13.85%。请公司补充说明：（1）相关研发支出形成的无形

资产是否达到预定用途，是否符合资本化条件，其确认和计量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2）结合市场状

况、行业发展、可比公司情况等，说明本期计提大额资产减值的依据及合理性，减值测试是否充分客观，对无

形资产的使用寿命和摊销方法的确认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3）结合子公司历史经营情况，说明是否

存在前期资产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前后会计处理方法是否矛盾。

3.关于长期股权投资。 公司本期对长期股权投资计提资产减值准备5379.02万元，主要涉及三家联营企

业的生产经营存在一定问题。请公司补充说明：（1）公司入股三家联营企业的背景，目前上述企业的财务和

经营状况，前期投资决策是否审慎；（2）结合减值计提方法和公司实际情况等，说明本期减值测试是否合理

充分，前期是否存在减值计提不充分、审计结论不客观的情形。

4.关于对其他子公司计提减值。 报告期末，公司控股子公司南江机器人净资产-2062万元，实现净利润

-1792万元，本期未计提资产减值。 请公司补充说明：结合资产减值测试的会计处理、子公司经营和财务状

况等，说明相关减值测试是否合理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要求。

二、关于财务信息披露

5.关于偿债能力。报告期末，公司一年内到期长期借款8.38亿元，货币资金5.98亿元。请公司补充说明：结

合资金使用安排、融资能力、有息负债等，说明公司偿还借款的资金安排，是否存在短期偿债压力。

6.关于母公司的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上市公司母公司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4836.84万，其中对第

三名欠款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1635万元，对南江机器人提供财务资助全额计提坏账准备3200万元，而公司

刚于2019年4月对该笔资助展期三年。 请公司补充说明：（1） 对南江机器人财务资助的各期利息是否按时

收回，并说明该笔资助的具体流向、使用途径，当前余额，是否用于公司业务发展；（2）结合南江机器人的历

史财务和经营情况， 说明公司在报告期内先后对该笔财务资助进行展期和全额计提减值的依据及合理性，

前期决策是否充分谨慎；（3）列示母公司其他应收款前五名欠款方的详细情况，计提减值是否充分，是否存

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业务规划

7.关于公司业务规划。年报显示，公司涉及生产石墨烯产品的子公司宁波墨西、重庆墨西生产经营困难，

继续大幅亏损，本期对其计提大额资产减值。 公司适度收缩了研发投入规模，并紧抓对现有产品库存的去

化。 请公司补充说明：（1）分别列示对上述子公司近三年的研发投入金额、库存产品变动情况；（2）结合公

司大额计提减值、当前资金投入和生产销售状况，说明公司后续对石墨烯产业的处理方式，并进行风险提

示，明确市场预期。

请公司年审会计师事务、独立董事、监事针对上述问题逐一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规定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对于

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2020年5月26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照要求对

定期报告作相应修改和披露。

对于《问询函》所提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将尽快组织相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核实相关情况，

准备回复文件，并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丽家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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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0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辽宁省凌源市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40,802,85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5.60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文广先生因公出委托副董事长马育民先生出席并主持会议，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长文广先生因公出委托副董事长马育民先生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3、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4、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7、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2,842,252 100 0 0 0 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其他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648,858 99.9900 154,000 0.0100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和董监高职务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14、议案名称：关于超低排放改造（一期）工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40,802,858 100 0 0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8,161,544 100 0 0 0 0

7

关于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的议案

8,161,544 100 0 0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7项议案是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量为957,960,606股，在审议第7项议案时，回避了上述议案的表决。

2、 第10项议案是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扬、李静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徐扬律师、李静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公司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953

证券简称：日丰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47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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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5月20日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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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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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20日9:15-15:00。

2、召开地点：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冯就景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18,783,

4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028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118,783,44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9.028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

500股，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3%。

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5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关于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0]A0295号

致：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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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委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从业办法》” ）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本所

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并发表法律

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

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从业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董事会于2020

年4月2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巨潮资讯网站（http://www.cninfo.com.cn）

公开发布了《广东日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9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现

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并行

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系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

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在中山市西区广丰工业园公司一楼会议室如期召开， 由贵公司

董事长冯就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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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

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贵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反馈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7人，代表股份118,783,446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

的69.0283%。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 依照《公司章

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2.《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3.《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4.《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5.《关于聘任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6.《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7.《关于2020年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8.《关于2020年度监事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9.《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8,783,44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和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

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以上全部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独立董事已针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经查验，上述议案9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

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

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负 责 人：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桑 健 温定雄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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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业绩补偿股份

减少注册资本的债权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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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情况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和2019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限的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2019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数据，扣除在本计划有效期内实

施的所有股权激励计划在对应业绩考核期摊销的股份支付成本的影响，以及因并购开心人信息在对应业绩

考核期存在的商誉减值影响后，无法达到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的

解锁条件。 因此，公司将回购注销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已获授但尚未解限的限制性股票798.4

万股。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罗家毅、陈萍萍、饶宏博、葛宁等4名激

励对象由于个人原因离职，根据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

将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限的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合计数量为5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限的限制性股票合计857.4万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0年4月28日在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拟回购注销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1）。

上述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793,089,508股变更为784,515,508股；公司

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793,089,508元减至为人民币784,515,508元。

二、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和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补偿方案的议案》， 公司以资产重组方式收购的全资子公司北京开心人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心人信息” ）2016年度至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期届满。开心人信息在业绩承诺期内

累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9,823.92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94.20%。

根据相关规定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约定，业绩承诺方周斌和新余北岸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新余北岸” ）以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业绩补偿，补偿股份合计数为8,670,280股，并返还现金分

红327,543.90元，公司以总价1.00元的价格向周斌和新余北岸回购相应数量的股份，并予以注销。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2020年5月1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拟实施业绩承

诺补偿暨回购注销应补偿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0-051）。

上述业绩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784,515,508股变更为775,845,228股；公司注

册资本将由人民币784,515,508元减至为人民币775,845,228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业绩补偿股份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

到公司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该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

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

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

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科技中二路软件园二号楼三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联 系 人： 谢丽南

3、联系电话： 0755--86169980

4、传真号码： 0755--86169393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赛为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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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鄞县大道西段二号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298,650,6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84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如成先

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董事许奇刚、董事兼副总经理邵洪峰因个人原因未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刘新宇出席本次会议；财务负责人吴幼光、副总经理章凯栋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6,794,769 99.9192 1,209,426 0.0526 646,488 0.0282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6,812,769 99.9200 1,074,596 0.0467 763,318 0.0333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6,782,769 99.9187 1,104,596 0.0480 763,318 0.0333

4、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4,680,457 99.8272 3,970,226 0.1728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6,805,369 99.9197 1,081,996 0.0470 763,318 0.0333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6,805,369 99.9197 1,444,420 0.0628 400,894 0.0175

7、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0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8,597,320 99.5626 9,434,081 0.4104 619,282 0.0270

8、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处置金融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0,523,374 99.2113 17,508,027 0.7616 619,282 0.0271

9、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经营管理层对我公司获取项目储备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6,948,805 99.9259 1,445,020 0.0628 256,858 0.0113

10、议案名称：关于授权公司董事长办理银行授信申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80,824,318 99.2244 17,207,083 0.7485 619,282 0.0271

13、议案名称：关于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薪酬与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6,745,865 99.9171 1,643,960 0.0715 260,858 0.0114

15、议案名称：关于第十届监事会监事薪酬与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6,598,125 99.9107 1,791,700 0.0779 260,858 0.0114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296,908,805 99.9242 1,111,556 0.0483 630,322 0.0275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1.01 选举李如成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94,350,472 99.8129 是

11.02 选举李寒穷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94,054,790 99.8000 是

11.03 选举胡纲高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93,823,688 99.7900 是

11.04 选举邵洪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93,828,087 99.7901 是

11.05 选举徐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93,808,689 99.7893 是

11.06 选举杨珂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 2,293,875,355 99.7922 是

1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12.01

选举杨百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294,372,631 99.8138 是

12.02

选举吕长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294,348,146 99.8128 是

12.03

选举宋向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294,381,483 99.8142 是

14、关于监事会换届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

选

14.01 选举李如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296,754,720 99.9175 是

14.02 选举刘建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291,444,713 99.6865 是

14.03 选举俞敏霞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291,778,045 99.7010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28,763,

720

87.8712

3,970,

226

12.1288 0 0.0000

6

关于续聘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

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30,888,

632

94.3626

1,444,

420

4.4126 400,894 1.2248

7

关于预计2020年度关联银行业务额度

的议案

22,680,

583

69.2876

9,434,

081

28.8204 619,282 1.8920

11.01

选举李如成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

28,433,

735

86.8631

11.02

选举李寒穷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

28,138,

053

85.9598

11.03

选举胡纲高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

27,906,

951

85.2538

11.04

选举邵洪峰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董事

27,911,

350

85.2672

11.05

选举徐鹏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27,891,

952

85.2080

11.06

选举杨珂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

事

27,958,

618

85.4116

12.01

选举杨百寅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8,455,

894

86.9308

12.02

选举吕长江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8,431,

409

86.8560

12.03

选举宋向前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8,464,

746

86.9578

13

关于第十届董事会董事薪酬与津贴的

议案

30,829,

128

94.1809

1,643,

960

5.0221 260,858 0.7970

14.01

选举李如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

30,837,

983

94.2079

14.02

选举刘建艇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

25,527,

976

77.9862

14.03

选举俞敏霞女士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

25,861,

308

79.004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4项、第8项、第1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农、刘燕妮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1日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600177

编号：临

2020-023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5月10日、5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第

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材料， 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雅戈尔办公大楼

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董事会会议的董事应到9人，实到8人，董事邵洪峰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会议，授

权委托董事胡纲高代为行使表决权， 公司全部监事和候选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李如成先生主持，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如成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李寒穷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2、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李如成先生、李寒穷女士、邵洪峰先生、徐鹏先生、杨珂先生、杨百寅先生、宋向前先生为董事会

第五届战略发展委员会委员，董事长李如成先生担任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杨百寅先生、吕长江先生、李寒穷女士为董事会第五届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委员，并同意由杨百

寅先生担任薪酬与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同意选举吕长江先生、宋向前先生、胡纲高先生为董事会第五届审计委员会委员，并同意由吕长江先生

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3、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寒穷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4、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胡纲高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聘任邵洪峰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杨和建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聘任刘新宇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章凯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5、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刘新宇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冯隽女士、虞赛娜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附：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李寒穷 女，1977年出生，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工商管理学士，中欧商学院EMBA，中欧创业营第五期学

员，中欧创投营第二期学员。 曾任雅戈尔（香港）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凯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雅戈尔投资有限

公司总经理。

胡纲高 男，1973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流体传动与控制专业，北京大学公共

管理硕士。 曾任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党委书记兼区望春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宁波市分会副会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浙江省分会副会长、温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兼温州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第一主任。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兼常务副总经理、雅戈尔（瑞丽）有限公司董

事长、雅戈尔（瑞丽）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新疆雅戈尔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邵洪峰 男，1970年出生，硕士学历，山东大学国际经济学专业学士，香港理工大学酒店管理专业硕士。

曾任上海南光房地产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苏州南光家私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大厦副总经理兼宾馆总经

理，雅戈尔置业控股有限公司董事、苏州雅戈尔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兼副总经

理。

杨和建 男，1964年出生，厦门大学会计学学士，中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非执业会员。 历任澳

门南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广东南光实业贸易公司副总经理、中国南光进出口总公司财务部总

经理、珠海国利工贸有限公司财务总监、中基宁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

责人、雅戈尔服装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刘新宇 女，1974年出生，复旦大学MBA，高级经济师。 曾在宁波雅戈尔服饰有限公司企划部、雅戈尔报

编辑部工作，曾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现任浙江省第十二届政协委员，宁波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公司副总经

理兼董事会秘书、工会主席。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冯 隽 女，1983年出生，硕士学历，毕业于武汉大学法学院，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2007年8月进入公

司证券部工作，曾任公司证券部副经理，现任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虞赛娜 女，1988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 2011年7月进入公司证券部工作，

现任公司证券部副经理、证券事务代表。

股票简称：雅戈尔 股票代码：

600177

编号：临

2020-024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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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0年5月10日、5月15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召开第

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和会议材料，会议于2020年5月20日在雅戈尔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召开，出席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监事应到5人，实到5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

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由李如祥先生主持，审议并形成了如下决议：

1、以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议案》

同意选举李如祥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长。

特此公告。

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