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2/8/6

星期六

B041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0023� � � � � � � � �证券简称：深天地A� � � � � � � �公告编号：2022-040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8月5日（星期五）下午14:3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5日的交易时间，即9:15～9:25，

9:30～11:30和13:00～15:00；

3、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8月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

午0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8月5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下午15: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西农园路西东海国际中心（一期）B栋26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四）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宏润先生。

（六）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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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人，代表股份47,737,0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4人，代表股份47,693,6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4.3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计4人，代表股份43,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第十届董事会董事会候选人、第十届监事会候选

人、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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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林思存女士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2、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张崭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23,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114,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9,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50%；反对114,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3、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吴吉生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4、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卓爱萍女士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5、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罗丽香女士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6、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陈平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7、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郑德珵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8、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肖建生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9、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盛业勤先生作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换届及选举林建喜先生作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当选

表决情况：

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下属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同意38,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9,593,7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0%。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健先生、郑艺镕女士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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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7月25日（星期一）以书

面通知、传真和电子邮件的形式发出，于2022年8月5日（星期五）召开现场会议。 本次会议由董事林思存

女士主持，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人，亲自参与审议表决的董事5人。 董事张崭先生、卓爱萍女士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林思存女士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罗丽香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

事吴汉雄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董事吴吉生先生因疫情防控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委托董事吴汉雄先生代

为出席并表决。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推举林思存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下设的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要求，经过董事推荐，各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1）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召集人：林思存，成员：张 崭、卓爱萍、罗丽香、陈 平

（2）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召集人：郑德珵，成员：林思存、罗丽香、陈 平、肖建生

（3）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召集人：肖建生，成员：陈 平、吴汉雄

（4）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召集人：陈 平，成员：林思存、吴吉生、郑德珵、肖建生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聘任林思存女士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赵陆湘先生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2、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罗中伟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根据总经理提名，聘任吴汉雄先生为财务总监、财务负责人。

公司董事会聘任以上人员为公司高管人员，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董事长提名，聘任罗中伟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罗中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并已通过深证券交易所资格备案，

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8月9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

事认为：

1、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聘任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查阅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履历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其任职资格合法。

3、本次董事会聘用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勤勉务实，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具有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水平，能胜任所聘

职务的要求。

因此，同意公司董事会的该项聘任。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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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年8月5日（星期五）召开现场会议。会议通知已于2022年7月25日通过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应

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由于工作原因，监事盛业勤先生、林建喜先生通过视频方式出席本次会

议。 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由监事钟作平先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的

监事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做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全体监事审议通过，选举盛业勤先生为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8月6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3）。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2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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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鉴于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届满，根据《公

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决定进行

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 公司于2022年8月5日召开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举林思存女士、张崭先生、吴吉生先生、卓爱萍女士、罗丽香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陈平先生、郑德珵先生、肖建生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召开员工代

表大会，选举吴汉雄先生为职工董事，选举钟作平先生为职工监事。

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

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下设的战略、提名、审计、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

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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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十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共9名，分别为林思存女士、张崭先生、吴吉生先生、卓爱萍女士、罗丽香女士、

陈平先生、郑德珵先生、肖建生先生、吴汉雄先生，其中林思存女士为董事长，陈平先生、郑德珵先生、肖建

生先生为独立董事。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1）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林思存、张 崭、卓爱萍、罗丽香、陈 平，共5名董事组成，其中林思存

为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2）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郑德珵、林思存、罗丽香、陈 平、肖建生，共5名董事组成，其中郑德珵

为第十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3）第十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肖建生、陈 平、吴汉雄，共3名董事组成，其中肖建生为第十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4）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陈 平、林思存、吴吉生、郑德珵、肖建生，共5名董事组成，其中

陈平为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二、第十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次股东大会、职工代表大会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监事共3名，分别为盛业勤、钟作平、林建喜；其中盛业勤为监事会主席，钟作平为职工代表监事。

三、董事会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根据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司聘任林思存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赵陆湘为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聘任罗中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罗中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聘任吴汉雄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

负责人。

罗中伟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有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水

平，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

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适合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其董事会秘书

任职资格已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

罗中伟先生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0755-86154212

传真号码：0755-86154040

电子邮箱：Std000023@vip.163.com

邮政编码：518042

通讯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西农园路西东海国际中心（一期）B栋26楼1号。

四、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换届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林宏润、焦墨山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林剑锐不再担任职工董事，周惠都、陈源辉不再担任

公司监事，林宏润不再担任公司总经理。以上离任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公司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6日

附件：

非独立董事简历

林思存，女，1995年12月出生，毕业于新加坡楷博高等教育学院。 曾任广东烨龙集团责任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广州胜阔贸易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广州市泉致公司营运总监；广州沃财拿贸易有限公司运营总

监；现任广州市天迅信息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思存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林思存女士与本公司董事存在关联关系（系董事罗丽香女士的女儿）、与本

公司实控人存在关联关系（系林宏润先生内侄女）、与本公司其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张崭，男，1980年12月出生，经济学硕士。 曾任中国光大水务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高级投资经理、总

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现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副部长。 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张崭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张崭先生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吉生 男，1971年5月出生，本科学历。 曾任广东省龙禧控股有限公司工程部总监；广东锦龙控股有

限公司开发部总监；广州市宝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现任广东金诺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吴吉生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吴吉生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

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股票上市

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卓爱萍，女，1971年11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中共党员。 曾任广东省汕尾市建行陆丰支行出纳、

会计主管；云南省昆明市商业银行国防支行银行事业发展科科长、行长助理、副行长兼二支行龙泉路支行

行长；现任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工商联主席、云南筑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南兴昂进

出口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云南筑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卓爱萍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卓爱萍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系实际控制人妻兄媳），与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罗丽香，女，1972年7月出生。曾任广州市天信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处主任、广州市天迅信息开发有

限公司人事部副主任、广州市芳卉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人事部主任、广州川搏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行政

副总监、海口市百姓缘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行政总监；现任广州市天信房地产有限公司行政总监。任深圳市

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

罗丽香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罗丽香女士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系（系实际控制人妻兄媳），与

另一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林思存女士存在关联关系（系林思存女士的母亲），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简历

陈平， 男，1965年9月生， 经济学博士。 曾在LOYO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及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访问学者，曾任中山大学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国际

贸易金融系主任助理、国际贸易金融系主任、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岭南学院副院长，广州南沙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外部董事，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晟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教育界职务：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金融学和世界经济

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海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现任主要社会职务：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

国际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经济分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广

东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广东社会科学联合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等；东莞信托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部董事，珠江石油天然气钢管控股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广州珠江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陈平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陈平先生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

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

郑德珵，男，1952年8月生，博士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中山大学讲师、教授，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

授助理，美国世界银行顾问,�广东省与广州市政协委员,�广东省与广州市社科院客座研究员，广州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监事长，广州广证恒生证券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首席经

济学家，广东广州日报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机电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广州广日集团独立董事；广

东天安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众诚汽车保险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独立董事；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广州市水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威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现任国务院侨办院

士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州市优秀专家，广东留学博士创业促进会会长,�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广东省

粤港澳合作促进会金融专业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广州风险投资促进会会长，中山大学新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兼研究生导师；广东豪美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郑德珵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郑德珵先生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肖建生，男，1973年10月出生，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 曾任立信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

所高级项目经理，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项目经理，国务院国资委监事会成员，深圳友信会计师

（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项目经理。 现任深圳云帆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主任会计师。 任深圳

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肖建生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肖建生先生与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系，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

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职工董事简历

吴汉雄，男，1972年9月生，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 曾任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尾分行网点负

责人、营业部主管会计；广东烨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现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吴汉雄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吴汉雄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

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监事简历

盛业勤，男，1986年12月生，本科学历。 曾任深圳观澜湖球会赛事部经理，东莞观澜湖高尔夫培训部

经理，广州市荔湖高尔夫球会营运总监；现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部项目副经

理。

盛业勤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盛业勤先生与本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有关联关

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

的任职资格。

林建喜，男，1969年1月生。 2007年8月进入广东烨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曾任广东烨龙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行政部经理、法务部经理、业务部经理等职务；2010年5月至今任广东烨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外

联部主任。 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林建喜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林建喜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有关联关系（系林宏润先生堂弟），与本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职工监事简历

钟作平，男，1976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任深圳市大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深圳市大

众新源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企管部助理；本公司内控管理部网络工程师。 现任本公司综合办公室网络工程

师。

钟作平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监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林思存，女，1995年12月出生。毕业于新加坡楷博高等教育学院。曾任广东烨龙集团责任有限公司总

裁助理；广州胜阔贸易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广州市泉致公司营运总监；广州沃财拿贸易有限公司运营总

监；现任广州市天迅信息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林思存女士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

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林思存女士与本公司董事罗丽香有关联关系（系罗丽香女士的女儿）、与公

司实际控制人有关联关系（系实控人林宏润先生的内侄女）、与本公司其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赵陆湘，男，1964年5月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师。 1989年至1994年在中国建材技术装备总

公司株洲水泥机械研究所工作，历任技术员，工程师，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年至今，在深圳市天

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深圳市天地石矿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天地混凝土有限公司和天

地远东混凝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深圳市天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天地新材料有限公司宝

创混凝土分公司总经理。 现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赵陆湘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罗中伟，男，1970年11月生。 曾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助理、律师；广东金地律师事务所从

事律师；云南冶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现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22年4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罗中伟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本公司股份；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

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吴汉雄，男，1972年9月生，大专学历，助理经济师。 曾任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汕尾分行网点负

责人、营业部主管会计；广东烨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财务经理；现任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

吴汉雄先生不存在不得提名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没有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被市场禁入或被公开认定不适合任职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吴汉雄先生与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目前没有持有

本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和《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

公司、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

立意见：

1、本次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聘任的程序规范，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经查阅新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的履历符合《公司法》的规定，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之情形，其任职资格合法。

3、本次董事会聘用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勤勉务实，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具有履职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和专业知识水平，能胜任所聘

职务的要求。

因此，同意公司董事会的该项聘任。

独立董事：

陈平、郑德珵、肖建生

2022年8月6日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皇岗商务中心1号楼5601-5602�单元

邮编：518048

Unit� 5601-5602,� 56/Floor,� Tower� 1,� ExcellenetCentury� Center,� Jintian� Road,� Futian�

District,� Shenzhen� 518048,� P.R.China

观韬中茂律师事务所

Guantao� Law� Firm

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观意字2022第004353号

致：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深天地”或“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列席深天地于2022年8月5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

则》” )等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见

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文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

实的陈述和说明，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和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

效的，不存在重大隐瞒和遗漏。

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以及中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发表法律意见。 并依法对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

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文件予以公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

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依照《公司章程》《议事规则》

的规定提前通知了公司各股东。

公司于2022年7月15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临时会议并形成决议，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为2022年8月5日。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2022年7月19日、2022年7月21日在巨潮

资讯网上公告了《深圳市天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关于增加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提案暨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以下统称 “《股东大会

通知》” ），并在指定媒体上进行了刊登，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日期、会议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会

议出席对象、现场会议登记等内容通知了各股东。

（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2年8月5日下午14：30，本次股

东大会现场会议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西农园路西东海国际中心 （一期）B�栋26楼1号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股东大会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三）公司董事长林宏润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就《股东大会通知》中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董事会工作人员当场对本次股东大会作记录，会议记录由会议主持人及出席会议的董事签名。

（四）除现场会议外，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为股东

安排了网络投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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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5日9:15-9:25，

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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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5日

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一）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签名和授权委托书、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网络投票结果等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8名，共计持

有公司有表决权47,737,016股份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4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

人4名，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7,693,61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4.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名，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43,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3%。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

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

员包括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第十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候选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及本

所律师。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列席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和提案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持有公司27.39%股份的股东广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

10日前提出了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召集人，且召集人在收到临时提案后2日内公告了临时提案的内容。广

东君浩股权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具备提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临时提案提出时间符合《公司章程》的规

定。

四、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逐项进行了表决；会议推选股东代表、监事、律师进行计

票和监票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二）根据经公布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及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林思存女士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张崭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623,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114,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29,4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50%；反对114,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50� %；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吴吉生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卓爱萍女士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罗丽香女士作为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陈平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可以进行

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郑德珵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可以进行

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换届及选举肖建生先生作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交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可以进行

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盛业勤先生作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换届及选举林建喜先生作为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47,694,0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下属企业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8,100,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1%；反对43,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弃权9,593,71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1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0,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0.01%；反对43,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99�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法律、

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

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经办律师：

杨 健 郑艺镕

单位负责人：

孙东峰

北京观韬中茂（深圳）律师事务所

2022年8月5日

华安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8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华安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华安价值驱动一年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1487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建军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亮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万建军

任职日期 2022年8月5日

证券从业年限 14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4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上海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有限公司制造业研究部部门主管， 平安养老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权益研究团队负责人。 2016年3月加入华安基金，现任基金投资部

总监、投资研究部联席总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5630 华安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03-14 -

011692 华安研究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08-10 -

011663 华安研究驱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09-26 -

013661 华安研究领航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1-11-30 -

040035 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22-01-26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

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3�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张亮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2022年8月5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4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2589�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康医药 公告编号：2022-044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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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接到实际控制人韩旭先生的函告，获悉其于2022年8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质押登记证明，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已完成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 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为补

充质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韩旭 是 2,600 13.87% 1.73%

高管锁定

股

否

2022年

8月4日

—

荆州招

商慧泽

医药 投

资合 伙

企业（有

限 合伙）

偿还

债务

合计 — 2,600 13.87% 1.73% — — — — — —

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重大资产重组的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韩旭先生、张仁华女士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万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张仁华 25,696.82 17.08% 18,058.31 18,058.31

70.27

%

12.00

%

14,439.65 79.96% 6,032.96 78.98%

韩旭 18,749.19 12.46% 9,105.55 11,705.55

62.43

%

7.78% 8,788.25 46.87% 5,273.64 74.87%

合计 44,446.01 29.54% 27,163.86 29,763.86

66.97

%

19.78

%

23,227.90 78.04% 11,306.60 77.01%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融资不涉及满足上市公司生产经营的相关需求。

（2）韩旭先生、张仁华女士未来半年、未来一年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14,050.2118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1.61%，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9.34%；未来半年内融资余额26,198万元，未来一年融资余额26,198万元。韩旭先生、张仁华女士还款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其自

有及自筹资金，具有足够的资金偿付能力。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本次股份质押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韩旭先生、张仁华女士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良好

的资金偿还能力，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情况，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性因素。 如后续出现风

险，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加以应对。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

露。

四、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8月6日

证券代码：000521、200521� � � � �证券简称：长虹美菱、虹美菱Ｂ 公告编号：2022-060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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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美菱”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市的申请

存在无法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2.中科美菱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科美菱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证券简称：中科美菱，证券代

码：835892。本公司持有中科美菱45,900,000股，持股比例为63.2683%。中科美菱正在申请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北交所上市。 现将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中科美菱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通过北交所上市委员会审核情况

2022年6月27日， 中科美菱向北京证券交易所报送了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报材料。

2022年6月29日，中科美菱收到了北京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受理通知书》（GF2022060060），北京

证券交易所已正式受理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申请。

2022年7月7日，中科美菱收到《关于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

市 申 请 文 件 的 审 核 问 询 函 》。 具 体 查 阅 地 址 ：http://www.bse.

cn/disclosure/2022/2022-07-07/1657197609_861873.pdf。

2022年7月28日，中科美菱与保荐机构按照《关于中科美菱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对有关问题逐项进行检查和回复，并披露《关于中科美菱

低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之回复报告》， 具体查阅

网址：http://www.bse.cn/disclosure/2022/2022-07-28/1658993696_749767.pdf。

2022年8月5日，北京证券交易所发布《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2022年第33次审议会议结果公

告》，审议结果：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具体内容详见北京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2022年第33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具体查阅网址：http://www.bse.

cn/disclosure/2022/2022-08-05/1659692408_008813.pdf。

二、风险提示

中科美菱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 中科美菱存

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本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关注且谨慎决策投资，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六日

富荣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08月0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富荣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富荣沪深300指数增强

基金主代码 004788

基金管理人名称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郎骋成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邓宇翔

2�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邓宇翔

离任原因 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2022-08-05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

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

手续

-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关手续。

富荣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08月06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住所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8月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住所变更日期 2022年8月2日

变更前基金管理人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浦东大道981号3幢316室

变更后基金管理人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滨江大道5189号地下1层、地上1层至地上4层、

地上6层至地上7层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次住所变更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2）本基金管理人办公地址为：上海市淮海中路381号中环广场38楼。

（3）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客服热线：400-8828-999�或 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8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