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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箭牌家居” 或“公司” ）已于2022年11月26日以电子邮件

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通知》。 2022年11月28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以现场会议结合视频会议方式在佛山市

禅城区箭牌大厦23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谢岳荣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

名，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的有

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及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谢岳荣先生、ZHEN� HUI� HUO先生、霍少容女士、霍秋洁女士、谢安琪女士、谢

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及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王晓华先生、李胜兰女士、饶品贵先生作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

为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须报深圳证券

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该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23年度

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该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变更注册

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公告》。

5、《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该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2022年11�月）》。

6、《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该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议事规则（2022年11�月）》。

7、《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2022年11�月）》。

8、《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2022年11�月）》。

9、《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工作细则（2022年11�月）》。

10、《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2022年11�月）》。

1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2022年11�月）》。

12、《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对外担保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13、《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14、《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联交易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15、《关于修订<总经理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总经理

工作细则（2022年11�月）》。

16、《关于修订<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控股子

公司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17、《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会

秘书工作制度（2022年11�月）》。

18、《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19、《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2022年11�月）》。

20、《关于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防范控

股股东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21、《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2022年11�月）》。

22、《关于修订<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内部控

制制度（2022年11�月）》。

23、《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内部审

计制度（2022年11�月）》。

24、《关于修订<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重大信

息内部报告制度（2022年11�月）》。

25、《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信息披

露事务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26、《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内幕信

息知情人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27、《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28、《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投资者

关系管理制度（2022年11�月）》。

29、《关于公司上市前实施的员工激励计划员工变动及份额转让的议案》

同意有限合伙人徐鹏飞因个人原因申请退伙，并将其持有的60万元份额进行转让，由张德华（品质

管理中心总经理）、张成（超前研发中心总监）、蔡涛（厦门研发中心总监）、郑旭（箭牌产品中心首席产

品官）、阎杨（法恩莎卫浴产品中心首席产品官）、宫实（安华产品中心首席产品官）、王文奇（箭牌创新

设计中心首席设计官）、孙亮（箭牌大客户事业部总经理）、滕隆杰（销售财务经理）、倪烈和（四会下茆

基地副总经理）、杜海波（花洒研发中心研发总监）、彭乾风（龙头五金研发二中心研发总监）、李永辉

（计划物流中心总监）、徐健（品牌中心总监）等14名员工拟成立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员工持股

平台，由该员工持股平台受让徐鹏飞转让的共青城乐华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上述财产份额，

本次份额转让价格以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每股净资产为基础确定。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0、《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2022年12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在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20号箭牌大厦23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情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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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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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关注本公告“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中关于疫情防控的相关要求。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决定于2022年12月15日召开公司2022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

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召开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深圳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2年12月15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12月15日，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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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2年12月15日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5、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表决：截至2022年12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

均可以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截至2022年12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在册的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2年12月8日（星期四）

7、出席会议的对象

（1）于2022年12月8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决议，该股东代

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8、会议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20号箭牌大厦23楼会议室

特别提示：鉴于当前疫情形势，为避免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和传播风险，建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优先选择网络投票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拟现场参加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须提前 （12月14日

12:00�前）与公司联系，登记近期个人行程及健康状况等防疫信息，未提前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

无法进入会议现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入会场前须履行相关防疫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出示粤康码绿码、

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测量体温、佩戴口罩等（具体防疫要求可能根据届时疫情状况有所调整），

不符合防疫要求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将无法进入会议现场。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须自备口罩，做好往返途中的防疫措施，遵守佛山市有关疫情防

控的相关规定和要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提案名称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1、2、3为等额选举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6人

1.01 选举谢岳荣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ZHEN�HUI�HUO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霍少容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霍秋洁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谢安琪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谢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2.01 选举王晓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2.02 选举李胜兰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饶品贵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3.01 选举孔斌斌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

3.02 选举陈浩杰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

5.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

案

√

6.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

15.00 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

（1）提案1、2、3采用累积投票方式选举，本次应选非独立董事6人，独立董事3人，股东代表监事2人，股东

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量乘以应选人数，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以应选人

数为限在候选人中任意分配（可以投出零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

行表决。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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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12条第二款

的规定，公司将对上述提案1及提案2的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并披露单独计票结果。 中小投资者是指

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提案4、5、6、7、8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同意方可通过。

（3）上述提案已于2022年11月28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经济参考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模板详见附件2）、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由其法人代表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

人身份证明书、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模

板详见附件2）、股东账户卡或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信封上须注明“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字样）或传真方式、扫

描发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并提交给公司。信函或传真、电子

邮件须在2022年12月14日12:00之前以专人递送、邮寄、快递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公司不

接受电话登记。

2、登记时间：2022年12月8日至12月14日9:00-12:00，14:00—17:00

3、登记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20号箭牌大厦22楼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肖艳丽

联系电话：0757-29964106

传真号码：0757-29964107

电子邮箱：IR@arrowgroup.com.cn

5、会议费用：与会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2：授权委托书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361322；投票简称：箭牌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

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

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0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A投X1票 X1票

对候选人B投X2票 X2票

… …

合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选举非独立董事

（如提案1，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6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6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6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 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

选举票数。

②选举独立董事

（如提案2，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3）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3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投票总 数不得超过其拥有的选

举票数。

③选举股东代表监事

（如提案3，采用等额选举，应选人数为2位）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2位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但 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有

的选举票数，所投人数不得超过2位。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 相同意见。

4、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2年12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12月15日9:15，结束时间为2022年12月15日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

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授权其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

目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累积投票提案 提案1、2、3为等额选举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

应选人数6人 选举票数

1.01 选举谢岳荣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2 选举ZHEN�HUI�HUO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3 选举霍少容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4 选举霍秋洁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5 选举谢安琪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1.06 选举谢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3人 选举票数

2.01 选举王晓华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2.02 选举李胜兰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

2.03 选举饶品贵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及选举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

监事的议案

应选人数2人 选举票数

3.01 选举孔斌斌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

3.02 选举陈浩杰先生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

非累积投票提案

4.00

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

案

√

5.00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公司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

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

6.00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7.00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8.00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9.00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

10.00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

11.00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

12.00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

13.00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

14.00 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

15.00 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

注：1.请在“表决事项”栏目对应的“同意” 、“反对”或“弃权”空格内填上“√” ；

2.委托人为法人的，应当加盖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3.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

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委托人承担；

4.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委托人姓名/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股）：

受托人姓名（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

2022-013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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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箭牌家居” 或“公司” ）已于2022年11月26日以电子邮件

及电话通知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的通知》。 2022年11月28

日，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以现场会议方式在佛山市禅城区箭牌大

厦23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霍志标先生主持，公

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换届及提名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担任的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提名孔斌斌先生、陈浩杰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任期为

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表决。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披

露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上市前实施的员工激励计划员工变动及份额转让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员工激励计划员工变动及份额转让的安排以及激励对象符合公司上市前的员

工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且本次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且该事项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修订后的内容请参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监事会议事规则（2022年11�月）》。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11月29日

证券代码：

001322

证券简称：箭牌家居 公告编号：

2022-011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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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对象：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2、担保金额：预计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82,097.00万元。

3、本次预计担保额度并非实际担保金额，实际担保金额尚需以实际签署并发生的担保合同为准。

4、截至目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担保总额已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对合

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情况。

敬请投资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鉴于公司与众多大型商业银行长期保持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为提高融资效率并降低融资成本，结

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箭牌家居” ）及全资子公司，包括公司、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简称“高明安华” ）、佛山

市法恩洁具有限公司（简称“法恩洁具” ）、景德镇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简称“景德镇乐华” ）、德州

市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简称“景德镇乐华” ）、肇庆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简称“肇庆乐华” ）、广

东乐华智能卫浴有限公司（简称“乐华智能” ）、佛山市法恩安华卫浴有限公司（简称“法恩安华” ）、佛

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简称“恒业厨卫” ）、广东乐华恒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简称“乐华恒业电

商” ）、深圳箭牌智能家居有限公司（简称“深圳箭牌” ）、佛山市法恩莎卫浴有限公司（简称“法恩莎卫

浴” ）及肇庆乐华恒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简称“恒业五金” ）等13家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母公司及全资子

公司，2023年度拟向银行申请总额为882,097.00万元（敞口为710,647.00万元）的综合授信，并在综合

授信额度内向银行申请贷款或采用其他业务方式向银行融资，综合授信业务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

贷款、项目贷款、贸易融资、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票据贴现、保函、信用证、保理、抵押贷款、供应

链融资、内保外贷等（具体业务品种以相关银行审批为准）。 同时，公司及各子公司拟为上述综合授信与

融资事项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882,097.00万元的担保，包括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相互间及子公司

对公司的担保，其中肇庆乐华、乐华智能、法恩安华、恒业厨卫、乐华恒业电商、法恩莎卫浴、恒业五金等七

家全资子公司最近一期的资产负债率超过70%，因目前非项目融资类授信主体尚未确定，假设该类型授

信主体均为上述七家全资子公司，则预计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度不超过

811,950.00万元。

上述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各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金额、授信及担保期间等最终以

银行实际审批结果为准。 具体融资主体、融资金额、担保金额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担保金额为

准。

公司于2022年11月28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

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

信并为综合授信额度内融资提供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并

授权：（1）就上述审批额度内发生的具体授信、融资及担保事项，授权公司及上述子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

授权人士代表签署上述额度内有关的法律文件并办理相关事宜；（2）授权公司及上述子公司法定代表人

或其授权人士在上述申请的银行综合授信的审批总额度内，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的规定

及业务实际需要调剂公司与各子公司之间的实际担保额度及金额；（3）授权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下一次股东大会审议申请授信并提供担保事项之日止。

二、具体授信申请主体、授信银行与授信额度以及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以下综合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额度，实际融资额度应在授信额度内，并以银行与公司实

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具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审慎合理确定。授信期限内，额度可

循环使用。 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1、非项目融资类授信额度清单

编号 授信申请主体 授信银行 授信（担保）额度 实际融资敞口额度

1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99,200.00 80,000.00

2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从

支行

35,700.00 12,000.00

3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30,000.00 30,000.00

4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分行 10,000.00 10,000.00

5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40,000.00 28,000.00

6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 80,000.00 42,000.00

7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市分行 4,000.00 4,000.00

8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31,000.00 31,000.00

9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60,000.00 40,000.00

10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50,000.00 40,000.00

11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40,000.00 30,000.00

12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 20,000.00 20,000.00

人民币授信额度合计 499,900.00 367,000.00

2、项目建设融资授信额度清单

编号 申请主体 授信银行

授信（担保）

额度

实际融资

敞口额度

1 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40,000

2 肇庆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

34,000 34,000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市分行

3 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36,000 26,5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4 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从支

行

20,000 20,000

5 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

广东顺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从支

行

70,000 70,000

40,000 40,000

6 佛山市法恩莎卫浴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 47,250 35,000

7

肇庆乐华恒业五金制品有限公

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 64,800 48,000

8 景德镇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德镇市分行 25,000 25,000

9 深圳箭牌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 5,147 5,147

人民币授信额度合计 382,197 343,647

说明：（1） 上述担保对象均为公司或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子公司， 且部分为以前年度授信合同延续。

（2）以上授信额度为各个项目拟申请的总额度，授信银行目前为意向合作银行，最终合作银行将根据业

务情况确定。（3）上述综合授信额度为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金额，最终确定的金额以银行批复金额为准。

3、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在上述授信及融资额度范围内，各银行授信额度及担保金额、授信及担保期间等最终以银行实际审

批结果为准。 具体融资金额、担保金额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担保金额为准。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

与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子公司，或全资子公司之间的担保，没有其他对外担保，不存在为关联方提供担

保。在办理综合授信业务时，根据与银行协商情况，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将采用以下一种或几种组合方式为

综合额度内授信与融资提供担保：（1）公司以及子公司将以土地、厂房等资产提供抵押担保，（2）公司以

及子公司以持有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3）公司以及子公司相互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情况，请参见本公告“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担保余额请

参见本公告“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母公司及全资子公司。

（一）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

1、 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箭牌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4月7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康裕三路1号1座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96561.28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智能坐便器、卫生陶瓷、龙头五金、浴室家具、浴缸浴房、瓷砖、定制橱衣柜等全系列家

居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佛山市乐华恒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48,000.00 49.71%

2 谢岳荣 20,800.00 21.54%

3 佛山市霍陈贸易有限公司 8,000.00 8.28%

4 霍少容 3,200.00 3.31%

5 珠海岙恒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567.90 2.66%

6 共青城乐华嘉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351.22 1.40%

7 北京居然之家家居连锁有限公司 869.0033 0.90%

8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65.7721 0.69%

9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469.5597 0.49%

10 红星喜兆投资有限公司 411.6758 0.43%

11 金石坤享股权投资（杭州）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2.1698 0.36%

12 佛山红土君晟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90.1962 0.20%

13 青岛青堃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8258 0.02%

14 社会公众股 9,660.95 10.00%

合计 96,561.28 100.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340,595.11 333,666.08

负债总额 105,288.66 89,678.62

净资产 235,306.45 243,987.46

资产负债率 30.91% 26.88%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62,738.33 93,397.98

利润总额 44,951.37 7,177.34

净利润 44,962.85 7,376.53

（二）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高明安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3年4月10日

注册地址：高明区三洲沧江工业园荷城街道三明路。

法定代表人：霍振辉

注册资本：35,376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龙头五金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48,975.81 156,315.28

负债总额 72,939.30 65,526.70

净资产 76,036.52 90,788.59

资产负债率 48.96% 41.92%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43,055.64 99,192.29

利润总额 42,751.45 16,168.36

净利润 40,768.82 14,569.31

（三）佛山市法恩洁具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法恩洁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11月8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高明区沧江工业园东园三洲园区。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398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龙头五金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00,161.04 100,211.63

负债总额 42,906.16 40,181.66

净资产 57,254.88 60,029.97

资产负债率 42.84% 40.10%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95,238.07 67,859.72

利润总额 4,966.94 2,718.36

净利润 4,804.04 2,775.09

（四）景德镇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景德镇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7年4月25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陶瓷工业园三龙路003号。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瓷砖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审计）

资产总额 81,220.91 95,999.98

负债总额 36,645.68 41,873.91

净资产 44,575.22 54,126.07

资产负债率 45.12% 43.62%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 （未审计）

营业收入 101,853.10 82,442.23

利润总额 12,547.18 10,750.36

净利润 11,143.74 9,497.58

（五）德州市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德州市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8月12日

注册地址：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宋官屯街道办事处京福高速以西，北外环以北，晶华路以

东。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4,981.13 62,411.05

负债总额 19,521.77 13,284.40

净资产 45,459.37 49,126.65

资产负债率 30.04% 21.29%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3,347.06 37,760.83

利润总额 12,423.79 3,878.99

净利润 11,026.18 3,642.47

（六）肇庆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肇庆乐华陶瓷洁具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年9月11日

注册地址：四会市下茆镇龙湾陶瓷城内。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瓷砖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33,798.13 31,359.54

负债总额 26,164.89 24,396.14

净资产 7,633.24 6,963.40

资产负债率 77.42% 77.79%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41,859.59 25,829.37

利润总额 -1,806.84 -660.66

净利润 -1,583.75 -681.45

（七）广东乐华智能卫浴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广东乐华智能卫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5月29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三水区南山镇康裕三路1号1座。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瓷砖、龙头五金等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95,651.50 82,081.43

负债总额 92,790.69 77,170.68

净资产 2,860.82 4,910.75

资产负债率 97.01% 94.02%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402,497.99 242,025.50

利润总额 -236.70 2,636.89

净利润 75.23 1,964.57

（八）佛山市法恩安华卫浴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法恩安华卫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2年2月28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科洋路20号。

法定代表人：霍秋洁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瓷砖、龙头五金等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50,535.17 30,931.08

负债总额 47,369.72 26,246.62

净资产 3,165.46 4,684.47

资产负债率 93.74% 84.86%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46,966.84 87,380.81

利润总额 5,724.35 2,015.59

净利润 4,804.51 1,505.95

（九）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乐华恒业厨卫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9月9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大墩工业区工业二路15号办公室二楼。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25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目前主要从事卫浴、瓷砖、龙头五金等产品的销售，同时负责实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募投项目“智能家居产品产能技术改造项目” 、“智能家居研发检测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数智化升级

技术改造项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19,762.99 157,187.60

负债总额 94,037.29 130,513.42

净资产 25,725.70 26,674.18

资产负债率 78.52% 83.03%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99,740.49 54,149.33

利润总额 6,252.04 1,229.81

净利润 5,526.27 919.74

（十） 广东乐华恒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广东乐华恒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8月9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大墩工业区工业二路15号二楼B。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卫浴、龙头五金等产品的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2,173.74 29,938.21

负债总额 55,520.82 26,691.44

净资产 6,652.92 3,246.78

资产负债率 89.30% 89.16%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29,097.69 83,978.56

利润总额 7,127.12 2,078.37

净利润 5,326.18 1,558.51

（十一）深圳箭牌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深圳箭牌智能家居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3月22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麻岭社区深南大道9968号汉京金融中心5104。

法定代表人：谢炜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智能家居产品的研发与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2,478.45 11,699.35

负债总额 9,369.03 7,849.86

净资产 3,109.41 3,849.49

资产负债率 75.08% 67.10%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9,464.22 32,495.37

利润总额 146.03 987.72

净利润 109.41 740.08

（十二）佛山市法恩莎卫浴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佛山市法恩莎卫浴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0月16日

注册地址：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合水（小洞）合和大道以北。

法定代表人：霍振辉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未来主要从事卫浴、瓷砖、龙头五金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目前尚未正式投产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17,292.18 19,485.59

负债总额 16,945.16 19,267.52

净资产 347.03 218.07

资产负债率 97.99% 98.88%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22.55 635.79

利润总额 -381.30 -147.52

净利润 -377.28 -143.80

（十三）肇庆乐华恒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肇庆乐华恒业五金制品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5年1月14日

注册地址： 四会市龙甫镇亚洲金属资源再生工业基地宗地编号为D35、D36、D37、D38、D39、F49、

F50。

法定代表人：谢岳荣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从事龙头五金等产品的制造和销售。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28,572.61 38,069.77

负债总额 31,681.84 40,270.42

净资产 -3,109.23 -2,200.64

资产负债率 110.88% 105.78%

项目 2021年度（经审计） 2022年1-9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1,377.94 24,071.83

利润总额 -2,458.02 887.95

净利润 -2,464.17 895.53

以上被担保人均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以上被担保人之间的产权关系结构图如下：

（下转B08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