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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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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概述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或“
宏大爆破”）下属子公司湖南涟邵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
称“
涟邵建工”）拟进行增资扩股，注册资本从目前的５，０００万元增至１０，０００万元。 公司拟部分放弃对涟邵建工的同比例增资
权，持股比例将由６７％降至５１％。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７号：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拟部分放
弃对涟邵建工的增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
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该事项不存在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的情
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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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二、涟邵建工其他股东基本情况
涟邵建工目前的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率（％ ）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３３５０
６７．００
娄底市涟新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
９４３
１８．８６
娄底市涟深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
３０３
６．０６
娄底市华深建材商贸行（有限合伙）
４０４
８．０８
合计
５０００
１００
有限合伙）
１、娄底市涟新建材商贸行（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娄底市娄星南路洞新东门南侧
执行事务合伙人：朱有初、陈迎军
资金数额：４１０５．１３万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
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凭许可证经营）
有限合伙）
２、娄底市涟深建材商贸行（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娄底市娄星北路华建公司５栋１０３、２０３号门面
执行事务合伙人：纪勇
资金数额：２２４万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
以上项目不含专营专控及限制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办理行政许可证或资质证后可经
营）
有限合伙）
３、娄底市华深建材商贸行（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场所：娄底市娄星北路东侧
执行事务合伙人：肖剑
资金数额：３００万
经营范围：建筑材料销售（
以上项目不含专营专控及限制项目；涉及行政许可经营的，办理行政许可证或资质证后可经
营）
上述三家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皆为涟邵建工的管理层。
公司与上述三家企业拟对涟邵建工进行增资，且公司拟放弃同比例的增资权，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与上述三家关联企业未发生任何关联交易。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基本情况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名称：湖南涟邵建设工程（
住 所：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湘阳西街（
涟邵集团办公楼５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萍丰
注册资本：５，０００万元
主营业务：矿山工程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建筑防水工程专业承包叁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总承包；公路工程总承包（
以上所有经营范围均以资质证书为准）；控制测量、测绘（
限测绘工程院经营）；煤炭行业工程和
建筑工程设计（
限设计院营）。机助制图，ＧＩＳ数据采集与制作；技术咨询，软件开发；建筑材料销售。（
以上项目不含专营专控
及限制项目，设计行政许可经营的办理许可证或资质证后，方可经营）。
２、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涟邵建工实现营业收入３．９亿元，实现净利润１９２３．８３万（
未经审计），简要财务数据见下表：
单位：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宏大爆破”或“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审议通过
了《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基于广东明华机械有限公司（
下称“
广东明华”）以及广东宏大增化民爆有限责任公司（
下称“
宏大增化”）经营发展的需
要，本公司同意为广东明华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伍仟万元（
５０００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同意为宏大增化在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的贰仟万元（
２０００万元）的银行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广东明华
（
１）公司名称：广东明华机械有限公司
（
２）成立日期：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４日
（
３）注册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岗石碣石塘路
（
４）法定代表人：黄存建
实收资本）：人民币１３，９５０．６３万元
（
５）注册资本（
（
６）主营业务：民爆器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
７）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是宏大爆破全资子公司
（
８）广东明华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权益

项目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
２９９，２４９，６８４．８９ 营业收入
２３６，４９９，１８３．８９ 利润总额

２０１３年１－９月
３９０，２３２，８８１．５９
２５，６１９，８８２．０２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６２，７５６，０９８．９０ 者净利润

１９，２３８，２７９．５３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４月份出具的《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湖南涟邵
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湖南涟邵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
联信（
证）评报字［
２０１３］第Ａ００３６号），涟邵建工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８，７８８．３８万元，即每一元出资额评估值为１．７６元，
本次成交价格为每一元出资额２．４８８元，溢价４１．３６％。
溢价原因：矿山地下开采施工领域市场规模大，可以为涟邵建工带来持续的业务增量，且该业务与宏大爆破原有的露
天矿山采剥业务形成互补优势，有利于宏大爆破扩大业务承揽范围，提升总体收入水平及盈利能力。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将签订增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新增注册资本的认购
涟邵建工通过本次增资扩股，注册资本将从目前的５，０００万元增至１０，０００万元，其中，宏大爆破认购１７５０万元新增注册
有限合伙）认购５９７万元新
资本，娄底市涟新建材商贸行（
有限合伙）认购１８５７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娄底市涟深建材商贸行（
增注册资本，娄底市华深建材商贸行（
有限合伙）认购７９６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涟邵建工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姓名或名称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
司
娄底市涟新建材商贸行
（有限合伙）
娄底市涟深建材商贸行
（有限合伙）
娄底市华深建材商贸行
（有限合伙）
合计

增资扩股前
出资数额（万元）
占股比例

增资扩股后
出资数额（万元）
占股比例

３３５０

６７％

５１００

５１％

９４３

１８．８６％

２８００

２８．００％

３０３

６．０６％

９００

９．００％

４０４

８．０８％

１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２、增资价格及支付方式
本次增资的价格为每１元出资额对应２．４８８元，增资各方均以现金出资，即宏大爆破需支付４３５４万元，娄底市涟新建材
商贸行（
有限合伙）需支付４，６２０．２１６万元，娄底市涟深建材商贸行（
有限合伙）需支付１４８５．３３６万元，娄底市华深建材商贸行
（
有限合伙）需支付１，９８０．４４８万元。
３、期间利润归属
在涟邵建工完成本次增资扩股的工商变更登记前所产生的利润归属涟邵建工原股东按照原持股比例享有。
六、交易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集
随着矿建工程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以涟邵建工目前的资质条件、资产规模及资金实力，很难与中煤第三建设（
团）有限责任公司、中煤第一建设有限公司等大型央企、国有企业进行竞争。 通过本次增资，可以增强涟邵建工的工程承接
能力及财务运作能力，降低其财务费用，规范其业务运作方式，更好地提升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凝聚力，为实现其５年
内成为国内矿业服务产业链最完整、业务规模最大、技术力量最强的地下矿业服务商之一的发展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本次涟邵建工的增资扩股不影响公司对涟邵建工的实际控制权。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增资扩股事宜是出于其自身战略发展的需
要，有利于扩大涟邵建工的业务规模，实现其远大战略目标。 公司拟部分放弃对涟邵建工的增资，对涟邵建工的持股比例将
从６７％降至５１％，不会影响对涟邵建工的控制权。 本次增资的金额合理、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利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２、独立董事关于该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３、涟邵建工截至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的财务报表；
４、涟邵建工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审计）
２９０，０４５，９６４．９４
２６２，７４２，７９５．６６
１９９，６０９，１９７．１０
２０２，０６４，９１３．７８
２０１３年１－９月份（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年度（审计）
１９１，４５０，４６８．８５
２２７，４１０，５０６．１１
－２，３８４，９４３．４５
－７，４２３，８０３．４８

２、宏大增化
（
１）公司名称：广东宏大增化民爆有限责任公司
（
２）成立日期：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１日
（
３）注册地址：广州市增城增江街联益村光大路２８号
（
４）法定代表人：孙海东
（
实收资本）：人民币３，２００万元
５）注册资本（
（
６）主营业务：民爆器材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
（
７）与上市公司关联关系：是宏大爆破全资子公司
（
８）宏大增化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２０１３年９月３０日（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审计）
１３１，５１１，０２４．２５
１０４，５７２，１１６．５３
９０，７８８，８３９．０２
８３，７１２，５６３．０２
２０１３年１－９月份（未经审计）
２０１２年度（审计）
７７，８７８，１４４．３７
９８，２０６，０５７．０４
１８，０７６，２７６．００
２０，７７５，１９５．５３

三、担保具体事项
１、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２、最高担保额度合计７０００万元，其中：广东明华５０００万元；宏大增化２０００万元。
３、有效期及授权
保证期间为一年，授权经营班子与银行签订相关协议或者合同。
四、董事会意见
广东明华和宏大增化财务状况稳定，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可控，公司为其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有助于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广东明华和宏大
增化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０元，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２７，０００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２２．１４％。 上述担保金额中不存在逾期担保以及涉诉担保等。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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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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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董事会原拟提议于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等九项议案，现由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未获得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待公司取得相关批复后，董
事会将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九项议案。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议程等具体事宜将另行公告。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下称“
公司”）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下
１、股东大会届次：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称“
股东大会”）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星期四）上午１０：００
４、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６日（
５、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
６、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
７、出席对象：
（
１）截至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０日下午１５：００交易结束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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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
（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８、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４９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２１层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３．１ 非独立董事选举
３．１．１ 选举郑炳旭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３．１．２ 选举王喜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３．１．３ 选举罗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３．１．４ 选举方健宁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３．１．５ 选举王永庆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３．１．６ 选举傅建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３．２ 独立董事选举
３．１．１ 选举刘人怀先生为独立董事
３．２．２ 选举娄爱东女士为独立董事
３．２．３ 选举赵燕女士为独立董事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
４．１ 选举李茂文先生为监事
４．２ 选举马英华女士为监事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５、《
特别强调事项：
１、议案二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独立董事与非独
２、上述对候选人的选举将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 其中，议案三《
立董事候选人的表决分别进行。
３、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尚需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与１２月１１日刊登在 《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２３－２４日 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
下午２：００－５：００；
２、登记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４９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２１层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３、登记办法
（
１）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人
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自然人股东登记。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受委托出席的股东代理人还

须持有出席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
须在登记时间１２月２５日前送达公司证券事务部）。
３）股东可以将上述资料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四、其他事项
１、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郑少娟、施双明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８０３１６８７
传
真：０２０－３８０３１９５１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４９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２１层
邮
编：５１０６２３
２、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在下述授权范围内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３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表决意见
序号
表 决 项 目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１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该议案采用 累积投票制 ，请在董事候 选人后的
非独立董事选举
表格填写票数 （各个董事 候选人票数 合计不能
３．１
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６倍）
选举郑炳旭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３．１．１
－
选举王喜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３．１．２
选举罗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３．１．３
选举方健宁先生非独立为董事
３．１．４
－
选举王永庆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３．１．５
选举傅建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
－
３．１．６
该议案采用 累积投票制 ，请在董事候 选人后的
独立董事选举
表格填写票数 （各个董事 候选人票数 合计不能
３．２
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３倍）
选举刘人怀先生为独立董事
３．２．１
－
选举娄爱东女士为独立董事
－
３．２．２
选举赵燕女士为独立董事
３．２．３
－
该议案采用 累积投票制 ，请在监事候 选人后的
表格填写票数 （各个监事 候选人票数 合计不能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４
超过股东持股数的 ２倍）
选举李茂文先生为监事
４．１
－
选举马英华女士为监事
４．２
－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５
特别说明：议案３、议案４采取累积投票制，请在各“
表决意见”的“
同意”或“
弃权”栏填写相应的表决票数。 其他议案请在
各“
表决意见”的“
同意”、“
反对”或“
弃权”栏中，用“
√”表示。
委托人盖章／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单位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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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６８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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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十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以书面送达及电子
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９：００在公司２１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用现场表决方式，会议应到董事９人，实到董事９
人。 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由公司的董事长郑炳旭先生主持。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６５）。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２、审议通过了《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新增：爆破作业项目的设计施工、安全评估以及安全监理。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中经营范围的内容。
公司章程修订后，将相应修订公司《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３、审议通过了《
公司及子公司拟向中国工商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申请授信总额合计为４３．５２亿元的授信额度。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４、审议过 《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６６）。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５、审议通过了《
表决情况如下：

项目
选举郑炳旭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王喜民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罗明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方健宁先生非独立为董事候选人
选举王永庆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傅建秋先生为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刘人怀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娄爱东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赵燕女士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同意

９
９
９
９
９
９
９
９
９

表决意见
反对
弃权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在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
义务和职责。
上述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的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人数的二
分之一。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１２月１１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相关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６、审议通过了《
为了保障公司独立董事更好履职，根据公司现行的薪酬情况，拟定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内津贴为每人每月１万元人民
含税）。
币（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提请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５、审议通过了《
公司董事会原拟提议于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上审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等九项议案，现由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未获得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核，待公司取得相关批复后，董
事会将另行召开股东大会审议上述九项议案。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议程等具体事宜将另行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９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内容详见公司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１日刊登于《
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２０１３－０６７）。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上《
三、备查文件
《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２０１３年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１、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郑炳旭先生
郑炳旭先生，１９５９年１１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８年起任广东省宏大爆破工程公司总经理；２００３
年１２月起历任公司及其前身的董事、总经理、首席技术专家、党委书记；自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起任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
郑炳旭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１７，９０３，３６０股，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不
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王喜民先生
王喜民先生，１９５４年４月出生，中共党员，党校研究生，经济师。 １９９２年８月至１９９７年１１月任清远市纺织工业总公司副总
经理、总经理、党委副书记；１９９７年１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７月任广东省纺织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直属党委委员（
副厅
级）；２０００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１２月任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２００８年１月至今任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党委委员。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至今任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党委书记。
王喜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不存在《
公司
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罗明先生
罗明先生，１９６４年４月出生，中共党员，学士，持有律师、企业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经济师资质。 １９８７年７月至２０００年１０
月任职于广东省冶金工业总公司，历任商务处干部、办公室综合信息科副科长、办公室副主任。 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至今任职于广东
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副部长、部长、董事会秘书、法律与董事会事务部部长等职，现任法律事务部部长。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至今任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
罗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 不存在 《
公司
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方健宁先生
方健宁先生，１９７０年８月出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２年７月至１９９９年１０月在南油服务总公司
建设发展公司担任财务部副经理；１９９９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在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担任审监部部长；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至今担
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
方健宁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的董事，不存在《
公司
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王永庆先生
王永庆先生，１９６５年１０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９年加入广东省宏大爆破工程公司；２００３年１２月
起历任公司及其前身的部门经理、副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起任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
书。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王永庆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１６，４７１，３６０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傅建秋先生
傅建秋先生，１９６６年８月出生，九三学社社员、博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９３年加入广东省宏大爆破工程公司；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３
年担任广东宏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工程师；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７年担任公司工程技术部经理；２００８年起至今担任公司
副总经理，现任董事、副总经理。
傅建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１，５２０，０００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惩戒。
２、独立董事候选人简介：
刘人怀先生
刘人怀先生，１９４０年７月出生，１９６３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数学力学系。 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院士、工程管理学
部院士、教育部高校力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教育部科技委员会管理学部主任。 先后在兰州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原上海
工业大学任教，１９９１年至今在暨南大学任职，历任副校长、校长兼党委书记，现任暨南大学应用力学研究所所长、战略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
刘人怀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娄爱东女士
娄爱东女士，１９６６年１２月出生，１９８９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国际法专业， 法学学士。 １９８９年加入康达律师事务所，
１９９０年取得律师执业资格，１９９３年３月获得证券从业资格，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法律服务、外商投资法律服务，在上述法律服
务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 中国首批证券律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金融证券专业委员会会员，２００８年５月至２０１０年４月曾
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第十、第十一届发行审核委员会专职委员。
娄爱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赵燕女士
赵燕女士，１９７２年４月出生。 会计学学士，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 历任五联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部门经
理、北京五联方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所长助理、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主任会计师等职，中国证监会第十
二、十三届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现任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
赵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
《
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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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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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５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向全
体监事发出通知。 本次会议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０日上午１１：３０于公司北塔２１层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３人，实到监事３人。 本
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茂文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符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审议通过了《
１．１ 选举李茂文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１．２ 选举马英华女士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３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上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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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提名的股东代表监事经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
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在公司监事会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成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其义务和职责。
三、备查文件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１、《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监事候选人简介：
１、李茂文先生，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 曾任广州劲马集团财务总监，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监察审计部副部长、部长，广业香港公司董事长、党总支副书记，２０１１年１月至今任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审计
与监事工作部部长，兼任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２年４月至今兼任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兼职
监事。
李茂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提名的监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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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纸业有限公司、领新达嘉
２、马英华女士，１９７８年１月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 ２０００年起先后任职于金佰利（
（
广州）包装设备有限公司。 ２００５年６月起任职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人事专员、行政中心副主任、党群办副主
任。 现任公司党群文化中心副经理。
马英华女士持有公司股份２５，０００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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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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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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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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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工会于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４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会议经
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选举肖梅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与公司２０１３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２
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十日
附件：
肖梅女士简介
肖梅女士， １９７１年２月生，大专学历，会计师，从事多年的财务管理工作。 曾任公司前身广东宏大爆破工程有限公司财
务中心经理。 自２０１０年１２月起任公司监事，现任行政中心经理。
肖梅女士持有公司股份７８０，０００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曾受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