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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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亚泰集团总部七楼多功能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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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55,114,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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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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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总裁宋尚龙先生主持了现场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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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出席10人，董事翟怀宇先生、韩冬阳先生、王广基先生、黄百渠先生、安亚人先生未出席本次会

议；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6人，监事李廷亮先生、陈亚春先生、陈国栋先生未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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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55,288 99.81 1,959,350 0.19 50 0.00

2、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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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55,288 99.81 1,959,350 0.19 5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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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55,288 99.81 1,959,350 0.19 50 0.00

4、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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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55,288 99.81 1,959,350 0.19 50 0.00

5、 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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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55,288 99.81 1,959,350 0.19 50 0.00

6、 议案名称：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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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55,288 99.81 1,959,350 0.19 50 0.00

7、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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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55,288 99.81 1,959,350 0.19 50 0.00

8、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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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87,938 99.86 1,526,700 0.14 50 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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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174,992 99.83 1,737,450 0.17 50 0.00

10、 议案名称：《公司章程》修改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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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377,188 99.84 1,737,450 0.16 50 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

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分别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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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763,621 99.68 3,351,017 0.32 50 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

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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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155,288 99.81 1,959,350 0.19 50 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亚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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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974,371 99.70 3,140,267 0.30 50 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提供

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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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763,621 99.68 3,351,017 0.32 50 0.00

15、 议案名称：关于为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在渤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信托贷款延期提供担

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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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541,721 99.66 3,572,917 0.34 50 0.00

16、 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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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974,371 99.70 3,140,267 0.30 50 0.00

17、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春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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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974,371 99.70 3,140,267 0.30 50 0.00

18、 议案名称：关于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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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87,938 99.86 1,526,700 0.14 50 0.00

19、 议案名称：关于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五指山亚泰雨林酒店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

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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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541,721 99.66 3,572,917 0.34 50 0.00

20、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有限

公司、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循环额度贷款提供担保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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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1,763,621 99.68 3,351,017 0.32 50 0.00

21、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东北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林亚

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循环额度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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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3,587,938 99.86 1,526,700 0.14 5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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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1 宋尚龙先生 1,052,332,689 99.74 是

22.02 孙晓峰先生 1,059,332,689 100.40 是

22.03 刘树森先生 1,052,332,699 99.74 是

22.04 王化民先生 1,052,332,699 99.74 是

22.05 张凤瑛女士 1,052,332,699 99.74 是

22.06 翟怀宇先生 1,052,332,699 99.74 是

22.07 韩冬阳先生 1,052,332,699 99.74 是

22.08 刘晓峰先生 1,052,693,699 99.77 是

22.09 田奎武先生 1,052,332,699 99.74 是

22.10 李玉先生 1,052,858,168 99.79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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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1 王立军先生 1,052,332,700 99.74 是

23.02 邴正先生 1,052,332,700 99.74 是

23.03 隋殿军先生 1,052,542,700 99.76 是

23.04 杜婕女士 1,052,363,905 99.74 是

23.05 毛志宏先生 1,052,765,350 99.78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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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1 陈继忠先生 1,052,332,700 99.74 是

24.02 陈亚春先生 1,052,332,706 99.74 是

24.03 冯伟杰先生 1,052,332,700 99.74 是

24.04 张秀影女士 1,052,363,900 99.74 是

24.05 杨林先生 1,052,332,700 99.74 是

24.06 刘晓慧女士 1,052,845,350 99.78 是

以上监事和2020年5月20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工会主席暨员工代表团团长联席会议选举产生的员工监事仇健先生、

陈波先生、赵凤利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员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公司对第十一届董事会董事王广基先生、

黄百渠先生、马新彦女士、安亚人先生、周佰成先生、第十一届监事会监事姜余民先生、李廷亮先生、陈国栋先生任期内对公

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295,088,616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752,322,661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5,744,011 74.5645 1,959,350 25.4348 50 0.0007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635,567 55.17 1,329,050 44.83 5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4,108,444 86.70 630,300 13.30 0 0.00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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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754,758,828 99.74 1,959,350 0.26 50 0.00

5 公司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754,758,828 99.74 1,959,350 0.26 50 0.00

6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754,758,828 99.74 1,959,350 0.26 50 0.00

7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54,758,828 99.74 1,959,350 0.26 50 0.00

8

关于续聘中准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20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755,191,478 99.80 1,526,700 0.20 50 0.00

9 关于公司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754,980,728 99.77 1,737,450 0.23 50 0.00

10 《公司章程》修改草案 754,980,728 99.77 1,737,450 0.23 50 0.00

11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明

城水泥有限公司、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分别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53,367,161 99.56 3,351,017 0.44 50 0.00

12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在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

供担保的议案

754,758,828 99.74 1,959,350 0.26 50 0.00

13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省亚

泰医药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分别在中国建设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753,577,911 99.59 3,140,267 0.41 50 0.00

14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在吉林双阳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银行承兑汇票提

供担保的议案

753,367,161 99.56 3,351,017 0.44 50 0.00

15

关于为兰海泉洲水城（天津）发展有限公司在渤

海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信托贷款延期提

供担保的议案

753,145,261 99.53 3,572,917 0.47 50 0.00

16

关于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753,577,911 99.59 3,140,267 0.41 50 0.00

17

关于继续为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春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753,577,911 99.59 3,140,267 0.41 50 0.00

18

关于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在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755,191,478 99.80 1,526,700 0.20 50 0.00

19

关于为海南亚泰温泉酒店有限公司、 五指山亚泰

雨林酒店有限公司分别在海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的流动资金借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753,145,261 99.53 3,572,917 0.47 50 0.00

20

关于继续为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亚

泰集团长春建材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永安堂药业

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别

在吉林公主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

循环额度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753,367,161 99.56 3,351,017 0.44 50 0.00

21

关于继续为吉林龙鑫药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东北

亚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吉

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分别在吉林公主岭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循环额度贷款

提供担保的议案

755,191,478 99.80 1,526,700 0.20 50 0.00

22.01 宋尚龙先生 753,936,229 99.63

22.02 孙晓峰先生 760,936,229 100.56

22.03 刘树森先生 753,936,239 99.63

22.04 王化民先生 753,936,239 99.63

22.05 张凤瑛女士 753,936,239 99.63

22.06 翟怀宇先生 753,936,239 99.63

22.07 韩冬阳先生 753,936,239 99.63

22.08 刘晓峰先生 754,297,239 99.68

22.09 田奎武先生 753,936,239 99.63

22.10 李玉先生 754,461,708 99.70

23.01 王立军先生 753,936,240 99.63

23.02 邴正先生 753,936,240 99.63

23.03 隋殿军先生 754,146,240 99.66

23.04 杜婕女士 753,967,445 99.64

23.05 毛志宏先生 754,368,890 99.69

24.01 陈继忠先生 753,936,240 99.63

24.02 陈亚春先生 753,936,246 99.63

24.03 冯伟杰先生 753,936,240 99.63

24.04 张秀影女士 753,967,440 99.64

24.05 杨林先生 753,936,240 99.63

24.06 刘晓慧女士 754,448,890 99.70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全部议案均已获得有效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晓蕙、郭淑芬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亚泰集团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合法有效，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相关议

案的审议及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吉林秉责律师事务所关于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附：简历

仇健，男，1968�年7�月出生，机械制造学硕士，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吉林省第十二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

人才，长春市劳动模范，长春市二道区政协委员。 曾任吉林工业大学机械学院讲师、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

网络部主任、吉林亚泰高科技公司总经理、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亚泰万联药业公司副总经理、吉林亚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医药产业部副总经理、吉林亚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亚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亚泰商

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林亚泰超市有限公司总经理、亚泰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监事会副主席，亚泰商业集团董事长、总裁。

陈波，男，1970年8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中共党员，曾任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计控室副主任，吉林

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司经理副总经理，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阿城）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主任，吉林亚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亚泰建材集团副总裁。

赵凤利，男，1969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正高级经济师，中共党员，曾任通化白山水泥总厂技术部部长、质量处处长，通

化特种水泥有限公司生产指挥部部长，吉林省通化特种水泥集团副总经理、总经理，亚泰集团通化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经

理，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建材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裁助理，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亚泰建材集团副总裁。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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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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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十二届第一次董事会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董事宋尚龙先生

主持了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5名，实际出席董事13名，董事翟怀宇先生、韩冬阳先生分别委托董事王化民先生、田奎武先

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副董事长：

选举宋尚龙先生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刘树森先生、孙晓峰先生为吉林亚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在董事长宋尚龙先生的主持下，会议继续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二、聘任了公司总裁：

经董事长宋尚龙先生提名，聘任刘树森先生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聘任了公司副总裁、总经济师、总会计师、总工程师：

经总裁刘树森先生提名，聘任王化民先生、翟怀宇先生、刘晓峰先生、韩冬阳先生、李斌先生、王劲松先生、田奎武先生、

彭雪松先生、于来富先生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部分人员简历附后）；

聘任王化民先生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济师（兼）；

聘任高越强先生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简历附后）；

聘任王劲松先生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兼）。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聘任了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

经董事长宋尚龙先生提名，聘任秦音女士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聘任张绍冬女士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选举产生了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

按照《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及

主任委员名单如下：

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宋尚龙

委 员：刘树森、王化民、王立军、邴 正

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毛志宏

委 员：张凤瑛、田奎武、隋殿军、杜 婕

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王立军

委 员：李 玉、孙晓峰、邴 正、杜 婕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邴 正

委 员：王化民、张凤瑛、隋殿军、毛志宏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O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件：简历

王化民，男，1962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员，吉林省第十三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长春市劳动模

范。曾任吉林工业大学财务会计系主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经理、研究院院长、吉林亚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总经济师，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翟怀宇，男，1964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吉林省第十二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长

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曾任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建材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裁助理，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亚泰建材集团总裁。

刘晓峰，男，1965年7月出生，中国农工民主党成员，药学博士，正高级工程师，吉林省第十三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

技术人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常委，长春市工商联

合会副主席，长春医药行业协会会长，长春市第六批有突出贡献专家。 曾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现

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亚泰医药集团董事长、总裁。

韩冬阳，男，1975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经济师，正高级工程师，吉林省第十二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业技术人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长春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长春市二道区人大代表。曾任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总工办主任、总经理助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副主任、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裁助理，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副总裁，亚泰地产集团董事长、总裁。

李斌，男，1975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正高级工程师。 中国工会十七大代表，吉林省第十二批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业技术人才，吉林省拔尖创新人才，吉林省劳动模范，吉林省青联委员，长春市劳动模范，长春市二道

区政协常委。曾任吉林亚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吉林亚泰富苑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林亚

泰恒大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信息管理部总经理、团委书记、党委办公室

主任、工会副主席、总裁助理、监事，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党委副书记。

王劲松，男，1971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研究员，高级经济师，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学者，长春市

第七批有突出贡献专家。曾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副经理、吉林大药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吉

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发展规划部总经理、科技研发部总经理、亚泰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吉林亚

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总裁助理，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田奎武，男，1965年6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经济师，吉林省第十四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业技术

人才，长春市劳动模范。 曾任长春税务学院金融学讲师、吉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证券部、投资银行部经理、北京首证投资

顾问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部总经理、总裁助理、董事会秘书，现任吉林亚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彭雪松，男，1974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曾任吉林会计师事务所、中鸿信建元会计

师事务所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总经理、副总会计师、总会计师，现任吉林亚泰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于来富，男，1975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吉林粮食高等专科学校教师、吉林诚元律师

事务所律师、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法律部副主任、主任、总裁办公室主任、总裁助理，现任吉林亚泰（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高越强，男，1971年5月出生，无党派人士，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结算中心副

主任、审计部副主任、主任，财务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秦音，1976年6月出生，无党派人士，本科学历，正高级经济师，长春市政协第十一届委员。曾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证券投资部业务经理、证券事务代表、监事，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张绍冬，1986年1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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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第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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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第十二届第一次监事会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举行。 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实际出席监事8名，

监事陈亚春先生委托监事赵凤利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半

数以上监事推举，由监事陈继忠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副主席。

选举陈继忠先生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主席，选举仇健先生为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十二届监事会副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O二O年五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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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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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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张衡路666弄B座5层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6,171,74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46,171,7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95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9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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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黎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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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6人，独立董事孙文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已履行请假手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的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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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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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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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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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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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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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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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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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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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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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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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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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授权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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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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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46,170,745 99.9978 1,000 0.0022 0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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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1 关于选举胡黎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5.02 关于选举刘洁茜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5.03 关于选举夏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5.04 关于选举苏仁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2、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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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1 关于选举冯震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6.02 关于选举赵歆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6.03 关于选举洪志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3、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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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1

关于选举李宁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

监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17.02

关于选举周占荣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

表监事的议案

45,755,000 99.097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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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170,745 99.9146 1,000 0.0854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1,170,745 99.9146 1,000 0.0854 0 0.0000

8

《关于公司董事2020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1,170,745 99.9146 1,000 0.0854 0 0.0000

15.01

关于选举胡黎强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5.02

关于选举刘洁茜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5.03

关于选举夏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5.04

关于选举苏仁宏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6.01

关于选举冯震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6.02

关于选举赵歆晟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16.03

关于选举洪志良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755,000 64.4338 0 0.0000 0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

决通过；

2、本次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5.01-15.04、议案16.01-16.0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王侃、潘添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上市规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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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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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刘秋凤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三名监事组成，其中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将与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3日

附件：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刘秋凤：女，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公司任高级人力资源专员。

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人事行政经理。 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截止本公告日，刘秋凤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通过上海晶哲瑞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03万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0.03%，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刘秋凤女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不属于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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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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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提前发出会

议通知的规定，会议于2020年5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全体监事共同推举刘秋凤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到监事3

人，实到监事3人。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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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与会监事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选举刘秋凤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刘秋凤女士简历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关于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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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及聘任

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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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22日召开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分别选举产

生了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和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等

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

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胡黎强先生；

2、董事会成员：胡黎强先生、刘洁茜女士、夏风先生、苏仁宏先生、洪志良先生（独立董事）、冯震远先生（独立董事）、赵歆晟先生（独

立董事）；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 委员

战略委员会 胡黎强 胡黎强、夏风、洪志良

审计委员会 赵歆晟 赵歆晟、冯震远、胡黎强

提名委员会 洪志良 洪志良、冯震远、胡黎强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冯震远 冯震远、赵歆晟、刘洁茜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刘秋凤女士；

2、监事会成员：刘秋凤女士（职工代表监事）、李宁先生、周占荣先生。

三、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1、总经理：胡黎强先生；

2、副总经理：刘洁茜女士、孙顺根先生；

3、财务负责人：汪星辰先生；

4、董事会秘书：汪星辰先生；

5、证券事务代表：张漪萌女士。

公司独立董事对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其中，董事会秘书汪星辰先生及证券事务代表张漪萌

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张衡路666弄2号5层504-511室

电话：021-51870166

传真：021-50275095

邮箱：bpsemi@bpsemi.com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上海晶丰明源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3日

附件：

胡黎强：男，1976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曾荣获“上海市领军人才” 、“第八届上海科技企业家创新

奖”等荣誉。 历任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四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力通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安森美半导体设计（上

海）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龙鼎微电子（上海）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华润矽威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设计经理；2008年8月至今，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

刘洁茜：女，197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大连华南系统有限公司销售助理、上海东好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行政专员、通用电气（中国）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实验室工程师、科孚德机电(上海)有限公司采购专员；2009年9月至今，任公司

董事、副总经理。

夏风：男，1968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中国香港非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株洲市中南无线电厂技术员、助理工

程师，株洲市氧化锌避雷器厂副厂长，深圳市族兴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长沙族兴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技术总监。 2008

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苏仁宏：男，1973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历任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WCDMA系统部项目

经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WCDMA基站研发部专家组长、Semtech� International� AG市场部经理、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华

登投资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华登国际）合伙人。 现任上海湖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奥银湖杉（苏州）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洪志良：男，194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博士学位。 历任沈阳工业大学讲师、复旦大学博士后、汉诺威大学访问教

授等职位，现就职于复旦大学集成电路设计实验室，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兼任中颖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思瑞浦

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冯震远：男，1965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一级律师。曾任桐乡市律师事务所任律师、副主任，浙江省律

师协会副会长、党委委员；现任浙江百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主任；兼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浙江省律师协会顾问，嘉兴市律师协会会

长、党委副书记，嘉兴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帅丰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法狮龙家居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新澳纺

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赵歆晟：男，1974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加拿大注册会计师，美国注册信息系统审计师。 曾任安达信

（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资深审计师、上海益民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上海思倍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联华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刘秋凤：女，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就职于延锋安道拓座椅有限公司任高级人力资源专员。

2014年5月至今，任公司人事行政经理。 2018年8月至今，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李宁：男，1982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曾就职于德州仪器半导体技术（上海）有限公司任销售经理。

2015年5月至今，任公司销售总监。 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周占荣：男，1979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历任三星电机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恩智浦半导体（上海）

有限公司资深销售经理。 2015年1月至今，任公司运营总监。 2017年1月至今，任公司监事。

孙顺根：男，197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 历任意法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设计工程师、杭州士康射

频技术有限公司高级设计工程师、杭州茂力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高级设计工程师。 2011年5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首席技术官。

汪星辰：男，1978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上海寰通商务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通用电气（中国）

有限公司财务经理、科勒（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铁姆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业务开发经理、财务经理；奥升德功能材料

（上海）有限公司亚太区财务、行政总监；铁姆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亚太区业务财务经理、全球轴承业务财务总监。 2015年6月至今，

任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张漪萌：女，1986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苏州布斯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咨询顾问、苏州恒久光电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2019年10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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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

100%

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补充说明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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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内容：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达

明” ）以7,500�万元收购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广电子” ）100%股权。本次转让对价所对应的宏广电子

资产负债及权益，仅包括厂房、宿舍、土地等与受让方拟开展生产经营的不动产，除此之外的其余的资产负债均需剥离出

宏广电子，不在转让对价的作价范围。

●各方确认自交割日起，目标股权对应的所有股东权利义务自转让方移转予受让方。 交割的成立条件详见原公告内

容“四、协议的主要内容（四）交割” 。

●如果在本协议签署后的一百八十（180）日内本次转让交易的交割条件未能实现，经各方书面同意，可终止本协议

并放弃本协议拟议的交易，详见原公告内容“四、协议的主要内容（八）终止” 。

一、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以2019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宏广电子资产和负债

市场价值评估值为8,752.11万元（其中：在评估基准日时不动产（含两部电梯）账面净值为12,393,779.87� 元，评估值为

74,190,610.00元）。 转让各方同意，转让对价所对应的宏广电子资产负债及权益，仅包括厂房、宿舍、土地等与受让方拟

开展生产经营的不动产，除此之外的其余的资产负债均需剥离出宏广电子，不在转让对价的作价范围。 各方经过多次协

商，公司控股子公司珠海达明以7,500�万元分别向香港启祥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及珠海横琴启吴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宏广

电子61.66%及38.34%的股权。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前述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关于前述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2019年5月至今与同一关联人交易金额合计约2,000万元） 并未达到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

因公司连续12个月内购买或者出售资产累计计算金额已经超过公司经审计总资产的30%，根据上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规定，本交易事项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2020年5月1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子公司珠海达明科技有限公司收购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043）。

二、交易作价与估值

（一）房屋建筑物

房屋建筑物共5项（包含3项建筑物及两项土地使用权），建筑面积合计11,413.94� 平方米，土地面积合计14,814.88

平方米，建筑物包括厂房、宿舍及门卫房，土地使用权均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53年9月1日，纳入评估范

围的房地产于评估基准日可正常使用 。 具体明细如下表所示:

序

号

权证编号 名称 详细座落地址 结构

建成

年月

计量

单位

建筑面

积/土地

面积

1

粤房地证字第C6563540

号

1号厂房 珠海市金鼎科技八路9号 钢筋混凝土 2008年 ㎡

8,

098.56

2

粤房地证字第C6563539

号

门卫房 珠海市金鼎科技八路9号 钢筋混凝土 2008年 ㎡ 54.01

3

粤房地证字第C4718688

号

土地使用

权

珠海市科技创新海岸三期用

地编号2-16-2地块

㎡

12,

485.25

4

粤房地证字第C6563538

号

宿舍 珠海市金鼎科技八路10号 钢筋混凝土 2008年 ㎡ 3,261.37

5

粤房地证字第C6563538

号

土地使用

权

珠海市金鼎科技八路10号 ㎡ 2,329.63

目前宏广电子名下拥有两宗土地使用权：

1、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4718688号宗地，位于科技创新海岸三期用地，用途为生产、办公、研发。 目前已建成1#厂房

8098.56㎡，尚有规划中的2#厂房尚未建设。

2、编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6563538号宗地，位于科技创新海岸三期用地，用途为宏广电子生产用和建设项目的配套员

工集体宿舍用地。 目前已建成配套宿舍建设宿舍3261.37㎡。

3、前述土地使用权及房产均登记在宏广电子名下，为宏广电子单独所有，不存在被查封的情况，亦不存在对房地产登

记有异议的情况， 但存在抵押的情形。 抵押权人为珠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井岸支行， 最高担保债权数额为38,

215,129元，债务确定期间为2019年11月25日至2029年11月25日。

4、珠海达明用地与宏广电子厂房用地相邻，土地情况如下：

土地使用权权属 面积(㎡) 取得时间 终止日期

已建成

建筑面积(㎡)

容积率

珠海市宏广电子有限公司 12485.2 2003年 2053年 8146.59 0.65

评估对象位于珠海市香洲区金鼎科技八路9、10号。 广珠城际———珠海北站距评估对象约为1.5公里，唐家湾站距评估

对象约为5公里，港珠澳大桥2号码头距评估对象约为10公里；公路上毗邻广澳高速珠海支线、港湾大道，金峰路等，交通条

件十分便捷。 此外，珠海市人民政府2018年10月24日颁布的珠府[2018]86号《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珠海市降低制造

业企业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修订版)的通知》第八条规定“八、支持工业企业盘活土地资源提高利用率

(四十一)提高用地容积率上限。2017年7月24日起,适当增加拆建类工改工、工改产项目容积率,调整新型产业(含现代产业

物流)用地地块容积率上限为4.0、普通工业和现代仓储物流用地地块容积率上限为3.0(市住规建局负责)” 。

（二）房屋建筑物的评估方法介绍

根据《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资产评估师执行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

关条件，分析市场法、收益法和成本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1、评估方法介绍

（1）收益法

资产评估中的收益法，是指通过将被评估对象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利用收益法评估的资产是通过预测被评估资产的获利能力，对未来资产带来的净利润或净现金流按一定的折现率折

为现值，作为被评估资产的价值。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条件是要能够确定被评估资产的获利能力、净利润或净现金流量以

及确定合理的折现率。

（2）成本法

资产评估中的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评估对象所需的全部成本，减去评估对象已

经发生的实体性贬值、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评估对象的评估值，也可估算评估对象与其全新状态相

比有几成新，即求出成新率，然后用市场价值与成新率相乘，得到的乘积作为评估值。

（3）市场法

资产评估中的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在市场上已有交易案例的资产进行比较以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思路。

2.评估方法的选择

（1）对于市场法的应用分析

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上的参照物来评价评估对象的现行市场价值，它具有分析角度和分析途径直接、分析过程直观、

分析数据直接取材于市场、评估结果说服力强的特点。 由于珠海市办公物业市场公开透明、交易市场活跃，同类型房地产

成交案例较多，具备采用市场法的条件，故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

（2）对于收益法的应用分析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拟转让房地产虽已出租，但其租金水平较低，周边厂房多为自用，客观租金难以取得，且珠海市

经济发展较快，房价普遍较高，租金收益无法反应其真实市场价值，故本次评估不采用收益法。

（3）对于成本法的应用分析

成本法为生产费用价值论、重新开发建筑成本为导向，适用对象为：独立开发建设项目进行重新开发建设的、很少发

生交易的房地产、没有收益或没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从成本的角度估算物业的价值，与区位、权益影响不大。而待估房地

产为投资性物业，地理位置较好，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其重置成本，因此不适宜采用成本法估价；

综合所述，本次评估选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市场法评估基本公式：比较价格=可比案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数×交易方式修正系数×区

位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三）测算过程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在评估时点近期发生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

修正，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

市场法评估基本公式：比较价格=可比案例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调整系数×交易方式修正系数×区

位状况修正系数×实物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修正系数

根据替代原则，评估人员调查了与评估对象在地理位置、结构类型、使用功能、交易日期等因素相同或具有较强相关

性的交易案例，确定选取评估对象周边小区最新时间成交房屋作为比较案例。

1、选取可比案例情况表如下：

案例A：珠海市香洲区前山厂房，位于珠海市翠微西路，案例来源为房地产三级市场正常成交实例，挂牌日期为2019

年12月，建筑面积为4900平方米，挂牌价为6,735元/㎡，据了解议价空间较小，且实际成交价一般比挂牌价低，评估人员

调查当地物业成交情况及结合评估师经验，本次评估以挂牌价向下修正5%作为成交价，即6,398元/㎡。 案例的建筑结构

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为工业用地上的厂房，简单装修。

实例B：珠海市香洲区老香洲厂房，位于珠海市人民西路，案例来源为房地产三级市场正常成交实例，挂牌日期为

2019年12月，建筑面积为2000平方米，挂牌价为7,200元/㎡，据了解议价空间较小，且实际成交价一般比挂牌价低，评估

人员调查当地物业成交情况及结合评估师经验，本次评估以挂牌价向下修正5%作为成交价，即6,840元/㎡。 案例的建筑

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为工业用地上的厂房，简单装修。

实例C：珠海市香洲区老香洲厂房，位于珠海市人民西路，案例来源为房地产三级市场正常成交实例，挂牌日期为

2019年12月，建筑面积为1500平方米，挂牌价为7,200元/㎡，据了解议价空间较小，且实际成交价一般比挂牌价低，评估

人员调查当地物业成交情况及结合评估师经验，本次评估以挂牌价向下修正5%作为成交价，即6,840元/㎡。 案例的建筑

结构为钢筋混凝土结构，房屋为工业用地上的厂房，简单装修。

评估对象位于珠海市香洲区金鼎科技八路9、10号，选取的可比案例分别位于珠海市香洲区翠微西路、珠海市香洲区

人民西路，属于同一经济圈，经济发展、公共配套设施等条件差异并不大。在交通条件上，广珠城际———珠海北站距评估对

象约为1.5公里，唐家湾站距评估对象约为5公里，港珠澳大桥2号码头距评估对象约为10公里；公路上毗邻广澳高速珠海

支线、港湾大道，金峰路等，交通条件十分便捷；可比案例主要毗邻明珠北路、梅华西路及广珠城际———明珠站，交通条件

基本不存在差异；在产业聚集度条件上，评估对象紧邻中电高科技产业园、黑马科技园、华冠科技工业园等，工业发展较为

集中；经评估人员勘查了解，选取的案例周边工业聚集程度一般，对比评估对象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劣势。

评估机构就评估说明补充说明如下：“评估对象地处珠海高新园区， 园区内有健帆生物 （sz.300529）、 欧比特（sz.

300053）、远光软件（sz.002063）、世纪鼎利（sz.300050）、宝莱特（sz.� 300246）等多家上市公司。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

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等高校在园区周边，为园区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有一定的区位优势。

可比案例的选取符合《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及其相关房地产

估价规定：1、可比较案例不少于三个；2、可比较案例适合估价目的；3、可比较案例于估价对象房地产相似；4、可比较案例

成交日期和估价时点接近。 我司认为选取的测算案例是可比且合理的。

评估对象的评估单价，是在所选取的比较案例的单价基础上，根据《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号）、《资

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及其相关房地产估价规定、对相关因素进行修正后的平均单价，评估单价的获取程序符合

相关规定且是合理的。 ”

2、影响因素条件说明：通过对房地产市场的分析，根据影响厂房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确定比较因素。结合评估师收

集的资料，参照交易案例的房屋用途、交易情况、交易时间、区位状况、实物状况和权益状况等差别，本次评估选择以下因

素作为比较因素：

（1）房屋用途：考虑用途是否相同对房价的影响。

（2）交易时间：考虑交易日期的不同房价存在差异而进行交易日期修正。

（3）交易情况：考虑交易情况是否正常对房价的影响。

（4）区位状况：主要有商服繁华度、交通便捷度、对外联系方便度、公共设施完善度、城市规划、环境景观、绿地覆盖率

等。

（5）实物状况：主要有临路状况、建筑结构、面积、设备设施情况、层高、楼层、装修情况、朝向、新旧程度、景观、物业管

理等。

（6）权益状况：土地取得方式、剩余年期等。

3、房地产状况说明

根据评估师收集的有关资料，将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的状况列表表示，见下表。

比较因素情况表

案例

比较因素

比较案例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用途 厂房 厂房 厂房 厂房

交易时间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2019年12月

交易情况 转让 转让 转让 转让

区位状

况

商服繁华度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交通便捷度 较便捷 便捷 便捷 便捷

对外联系方便度 较便捷 便捷 便捷 便捷

公共设施完善度 完善 完善 完善 完善

城市规划 CBD为一般 CBD为一般 CBD为一般 CBD为一般

环境景观 较好 较好 较好 好

绿地覆盖率 绿化率一般 绿化率一般 绿化率一般 绿化率一般

实物状

况

临路状况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一面临路

建筑结构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钢筋混凝土

面 积

11413.94㎡，面积适

中，较适合使用

4900㎡，面积偏小，较

不适合使用

1500㎡，面积太小，不

适合使用

2000㎡，面积太小，不

适合使用

设备设施情况 好 好 好 好

层高 标准层高 标准层高 标准层高 标准层高

楼层 整栋 整栋 整栋 整栋

装修情况 简单装修 简单装修 简单装修 简单装修

朝向 南 南 南 南

新旧程度 新 新 新 新

景观 无景观 无景观 无景观 无景观

物业管理 普通管理 普通管理 普通管理 普通管理

权益状

况

土地取得方式 出让 出让 出让 出让

容 积 率 适合使用 适合使用 适合使用 适合使用

剩余年限 正常使用年期 正常使用年期 正常使用年期 正常使用年期

4、权益状况：

（1）土地取得方式：考虑土地取得方式对房价的影响。按照土地的取得方式有协议、出让、拍卖等三种不同的方式。评

估对象与案例土地取得方式相同，故不做修正。

（2）剩余使用年期：评估对象与案例剩余使用年期均为较长，故不做修正。

根据房地产状况说明表中的评估对象与可比实例的因素情况，编制比较因素指数表：

比较因素指数表

案例

比较因素

比较案例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交易时间 100 100 100 100

交易情况 100 100 100 100

区位状况

商服繁华度 100 100 100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103 103 103

对外联系方便度 100 102 102 102

公共设施完善度 100 100 100 100

城市规划 100 100 100 100

环境景观 100 100 100 100

绿地覆盖率 100 100 100 100

实物状况

临路状况 100 100 100 100

建筑结构 100 100 100 100

面 积 100 99 98 98

设备设施情况 100 100 100 100

层高 100 100 100 100

楼层 100 100 100 100

装修情况 100 100 100 100

朝向 100 100 100 100

新旧程度 100 100 100 100

景观 100 100 100 100

物业管理 100 100 100 100

权益状况

土地取得方式 100 100 100 100

容 积 率 100 100 100 100

剩余年限 100 100 100 100

在比较因素指数表的基础上，将评估对象的因素条件指数与可比实例的因素条件指数进行比较，得到各比较因素修

正系数，见下表：

比较因素修正表

案例

比较因素

案例A 案例B 案例C

成交价格 6398 6840 6840

交易时间修正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交易情况修正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区位状况

商服繁华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交通便捷度 100 / 103 100 / 103 100 / 103

对外联系方便度 100 / 102 100 / 102 100 / 102

公共设施完善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城市规划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环境景观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绿地覆盖率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小计 0.9518 0.9518 0.9518

实物状况

临路状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建筑结构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面 积 100 / 99 100 / 98 100 98

设备设施情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100

层高 100 / 100 100 / 100 100 100

楼层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装修情况 100 / 100 100 / 100 100 100

朝向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新旧程度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景观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物业管理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小 计 1.0101 1.0204 1.0204

权益状况

土地取得方式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容积率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剩余年限 100 / 100 100 / 100 100 / 100

小 计 1.0000 1.0000 1.0000

比较系数 0.9614 0.9712 0.9712

比准价格 6151 6643 6643

5、比准评估价格的确定

经过比较分析，认为三个比准价格修正后的结果较符合客观情况，比较接近，故取三个比准价格的简单算术平均值作

为市场法评估待估物业的最终评估价格。 即：

比准价格＝（6151+6643+6643）÷3

＝6500元/㎡（取整到百位）

评估基准日总评估值=6500×11413.94=74,190,610.00（元）

序号 权证编号 名称

建筑面积/

土地面积

（平方米）

账面净值（截至

2019.12.31）（元）

比准价格

（元/㎡）

评估值（元）

1 粤房地证字第C6563540号 1号厂房 8,098.56

6,746,571.32

6,500 52,640,640.00

2 粤房地证字第C6563539号 门卫房 54.01 6,500 351,065.00

3 粤房地证字第C4718688号 土地使用权 12,485.25 2,049,659.82

4 粤房地证字第C6563538号 宿舍 3,261.37 3,133,861.11 6,500 21,198,905.00

5 粤房地证字第C6563538号 土地使用权 2,329.63 382,446.01

6 电梯 81,241.61

合计 11,413.94 12,393,779.87 74,190,610.00

在评估基准日时不动产 （含两部电梯） 账面净值为12,393,779.87� 元， 评估值为74,190,610.00元。 评估增值率

498.61%。

三、独立董事意见说明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双方协商，聘请了独立第三方机构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资产和负债市场价值

进行评估。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具备所需的专业能力，评估机构采用的评估方法

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及行业规范的要求。 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平等互惠、协商一致的原则，交易价格参考了上海众华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论，结合公司产业布局、现行珠海市相关政策等确定，具有合理性。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严格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本次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产业上下游关联度日益提高，自动化设备制造商的分布呈现集群化趋势，目前主要集中分

布在经济较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 珠三角作为自动化设备制造商的集群地，珠海市自动化设备制造业的规划

与布局及珠海市信息化产业发展规划，将为公司工业与电力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快速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宏广电子位于珠海市唐家湾镇软件园内，具体位置为珠海市唐家湾科技8路9号，与珠海达明相邻。珠海达明收购宏广

电子100%股权后，计划将宏广电子持有的用途为生产、办公、研发的土地使用权与珠海达明持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统一

规划，为公司产业布局奠定场地基础。

宏广电子的业务简单、资产权属清晰，公司并购交易结束后，容易进行有效的整合，该次并购不存在整合风险，不会因

经营整合产生人力资源流失、管理整合风险和文化整合等风险。

综上所述，本次股权收购是基于珠海市自动化设备产业政策与布局优势及公司工业与电力系统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布

局需要，旨在利用宏广电子与珠海达明毗邻的优势地理位置，适应公司产业发展需求。宏广电子所持有的配套员工宿舍也

给公司人才引进带来一定的优势。 收购宏广电子股权未来对公司产业发展可能会有较为深远的影响。

公司指定披露网站和媒体为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证券时报》，公

司发布的信息均以上述网站及媒体发布或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