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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接待日活动召开情况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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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投资者接待日活动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5:00-16:3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会秘书张雷刚
先生出席了本次活动，就公司经营情况等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具体情
况如下：

一、公司目前主营业务有哪几个方面？
答：目前，公司主营业务为商用车变速器、乘用车变速器和新能源汽车传 / 驱

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请介绍下公司商用车变速器的发展情况
答：公司在保持轻微卡变速器市场优势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国五升国六的市场

契机，重点推广 G 系列高端轻微型变速器，该产品采用小中心距、铝合金壳体及细
高齿等技术设计，有效实现轻量化。 凭借高效、轻便、可靠和轻量化等特点，获得了
国内各大汽车厂的高度认可，配套车型和市场份额不断增加。 从 2019 年 6 月开始，
公司 G 系列高端变速器的市场份额在快速提升，2020 年 4 月，G 系列产品占公司
商用车变速器全部装车量的比例已提高至 44%左右。

其他方面，公司对标国际先进技术，大力开发和推广中重型汽车变速器产品。
同时，公司大力开拓皮卡市场，相关产品也将陆续量产。此外，随着商用车自动挡趋
势发展和需求的提升以及产品技术升级， 公司重点布局了商用车自动挡变速器产
品和电子离合变速器产品， 以大力提升公司商用车变速器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持
续发展能力。其中，公司自主研发的轻卡 AMT 自动变速器已批量投放市场，后续将
配套更多车型上市销售，产销量有望进一步增长。2020 年 3 月，公司首款 ECMT（电
子离合变速器）产品搭载中国重汽悍将、豪曼智能 V7 上市销售，搭载 ECMT 的汽
车行驶过程中需要换挡时只需手动挂挡而无需踩离合器就能完成换挡， 彻底解放
了驾驶员的左脚，大大减轻了驾驶员驾驶强度并降低了对驾驶技术的要求，车辆驾
驶更加平稳舒适，同时，ECMT 具有更加省油、动力性更好等特点，还可以延长离合
器寿命，有效保护传动系统，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应用领域广泛。 目前，除前述
已量产上市的车型之外， 公司 ECMT 产品在多个汽车厂的相关车型上开展标定试

验，后续将陆续搭载上市销售。
公司商用车变速器在未来几年会在上述几个产品和领域上持续发力， 有助于

推动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三、请介绍下公司乘用车变速器的发展情况
答：公司乘用车变速器主要为 CVT 自动变速器（包括 CVT18、CVT19、CVT25

等）和手动挡变速器（5MT 和 6MT）,� CVT 目前主要为奇瑞汽车、吉利汽车、比亚迪
汽车、观致汽车、野马汽车等各种车型提供配套。一方面，公司不断争取在已配套车
企中进一步配套更多的车型量产上市，另一方面，公司不断加大新客户市场的开拓
力度，大力开拓其他主流自主品牌汽车以及合资品牌汽车厂家，从而不断提高公司
CVT 的产销规模，进一步提升公司 CVT 产品的市占率。基于 CVT 在中小排量汽车
上的各种性能优势的良好表现以及成本优势， 我们认为 CVT 的配套空间非常广
阔，市场份额也将不断提升。

乘用车变速器另外一块业务是手动挡变速器（5MT、6MT），随着车型配套 5MT
逐步升级到 6MT， 公司这两年也在大力推广 6MT 产品，2019 年下半年开始， 公司
6MT 产品已经先后配套长城汽车、奇瑞汽车和吉利汽车的多款车型量产上市，后续
也在大力开拓其他客户，把 6MT 的市场份额继续做大。

四、请介绍下公司新能源汽车传 / 驱动产品的发展情况
答：公司的新能源汽车传 / 驱动系统产品包括 EV 减速器、ED“二合一”电驱动

系统、EDS“三合一”电驱动系统、ECVT 电驱动系统以及基于 AT 和 CVT 的 HEV、
PHEV 混合动力变速器等。 目前，公司的减速器产品已经量产，随着客户开拓和配
套车型的增加，产销量也会继续增加。 其他产品正在积极开展测试匹配以及市场开
拓。 公司目前重要工作就是加强技术和产品的研发和储备，做好产品和质量，打造
好的品牌形象，进而在新能源汽车发展中为公司贡献收入和业绩。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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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票完成过户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4 月 13 日，广东弘敏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弘敏”）与

天 津 聚 金 物 业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以 下 简 称 “聚 金 物 业 ”） 签 署 了 编 号 为
“RC-HX-2020001 号”的《股份转让协议书》，约定广东弘敏以 4,698,949,920 元的
总价协议受让聚金物业持有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587,368,740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1%。有关本次协议转让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4 月 14 日及 2020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公告的《关于股东
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0-057 号）、《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简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修订稿）》。

二、股份过户的情况
2020 年 5 月 19 日，广东弘敏与聚金物业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

成公司股票的过户登记手续并取得《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转让股票性质为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过户完成后， 广东弘敏持有公司 587,368,740 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 广东弘敏及其一致行动人红星家具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 589,558,968
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 11.04%。

本次过户完成后， 聚金物业持有公司 319,660,738 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5.99%。 2020 年 5 月 6 日和 5 月 7 日，聚金物业一致行动人天津润泽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润泽”）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分别减持
公司股票 48,057,442 股和 113,238,385 股，合计减持 161,295,827 股，减持完成后，天
津润泽不持有公司股票。 2020 年 5 月 7 日和 2020 年 5 月 14 日，天津润鼎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润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公司 105,689,865 股和 266,985,692 股股票，减持完成后，天津润鼎的持股比例降至
2.36%。

截至公告披露日，聚金物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445,899,595 股股票，
占公司总股本的 8.35%。

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
更。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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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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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以电话通知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 会
议由监事会主席钟佩玲女士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与会监事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以 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钟佩玲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一致。
特此公告
附件：钟佩玲女士个人简历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钟佩玲女士个人简历
钟佩玲，中国香港籍，女，56 岁，高中学历。 最近 5 年主要工作经历：
现任公司财务科长，兼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公司监事会主席，公司监事会主

席任期自 2012 年 12 月 20 日起至今。
钟佩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与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公司董事、 其他监事、
高管无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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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钟佩玲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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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董事会向张蓐意女士的致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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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副总裁、董事会
秘书张蓐意女士任期届满，经张蓐意女士提请，其本人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副
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

张蓐意女士服务公司三十余载，历任公司财务总监、事业部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副总裁及董事等职务，为公司完成股份制改造及成功上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张蓐意女士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了董事、高管人员职责，
出色的完成了公司投融资、信息披露、合规体系建设、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张蓐意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并致诚挚的敬意！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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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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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
知已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在公司以现场与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会董事 5 人， 实际到会
董事 5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
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何启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二、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同意选举各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人员组成
委员候选人：何启强、麦正辉、黄荣泰、谭嘉因、朱红军
召集人候选人：谭嘉因
(2)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
委员候选人：何启强、朱红军、谭嘉因
召集人候选人：朱红军
(3)提名委员会人员组成
委员候选人：黄荣泰、谭嘉因、朱红军
召集人候选人：谭嘉因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人员组成
委员候选人：麦正辉、谭嘉因、朱红军
召集人候选人：朱红军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三、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麦正辉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四、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

案》。
同意聘任龚伟泉先生、 何骏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

致。
五、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

案》。
同意聘任黄荣泰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六、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指定公司副总裁何骏先

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张蓐意女士任期届满，经张蓐意女士提

请，其本人不再继续担任公司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职务。 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在未正式聘请第五届董事会秘
书期间，暂由公司副总裁何骏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并及时公告。

张蓐意女士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认真履行了董事、高管人员职责，
出色的完成了公司投融资、信息披露、合规体系建设、投资者关系管理等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张蓐意女士在任职期间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七、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的议案》。

同意聘任苏慧仪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苏慧仪女士联系方式：
电话：0760-22583660

传真：0760-89829008
电子邮箱：DMOF@chinachant.com
联系地址：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42 号
邮政编码：528415
八、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燕红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选举公司董事长、聘任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等高级管理人

员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内容参见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0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件：公司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总裁、副总裁、财务总监、证券事务代

表、审计负责人简历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附件

公司董事长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总裁 、副总裁 、财务总监 、
证券事务代表 、审计负责人简历

1、何启强，男，1958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香港居留
权，大专学历，在读 EMBA。 曾任小榄镇锁二厂工人、班长、车间主任，中山市小榄气
具阀门厂厂长，广东长青（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现任社会职务有中国企业家论坛创
始终身理事、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理事、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理事、广东省循环经济和
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副会长、中山市私营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中山市高新技术民营
企业协会副会长。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

现任公司董事长，任职公司董事长任期自 2007 年 10 月 24 日起至今，兼任中山
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名厨（香港）有限公司、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
公司董事，中山市天鑫实业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广东长青电
力控股有限公司、长青配售电（中山）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董事。

何启强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5.77%，并通过中
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5.985%。其与公司另一实际控制人、董
事、高管麦正辉先生是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何启
强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
件。

2、麦正辉，男 ,1955 年 2 月出生 ,中国国籍，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香港居留
权，高中学历，现任社会职务有中国五金制品协会燃气用具分会副理事长、中山市
名优品牌商务促进会会长、中山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山市企业联合会
副会长、小榄镇商会常务理事。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

现任公司董事及总裁，任职公司董事、总裁任期自 2007 年 10 月 24 日起至今；
兼任江门市活力集团有限公司、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山市长
青气具阀门有限公司、中山骏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中山市创尔特智能家居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中山市创尔特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名厨（香港）有
限公司、广东长青电力控股有限公司、长青配售电（中山）有限公司董事，中山市天
鑫实业投资管理中心（普通合伙）合伙人。

麦正辉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之一，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3.06%，并通过中

山市长青新产业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 5.985%。其与公司另一实际控制人、董事
长何启强先生是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与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高管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麦正辉先生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谭嘉因，男，1962 年 4 月出生，中国香港籍，美国普渡大学商业信息系统博士
学位，现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讲座教授。 香港公开大学、香港高等教育科技
学院校董，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校董会会员。 曾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办公室
颁发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荣誉勋章。 谭嘉因先生目前暂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已
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谭嘉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
录查询，谭嘉因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4、朱红军，男，1976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会
计学教授，现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

现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 近五年曾担任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华翔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济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创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徽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物产中大元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朱红军先生
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朱红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
录查询，朱红军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5、龚伟泉，男，1970 年 12 月出生，中国国籍，工商管理硕士。 现任公司副总裁兼
厨电事业部总经理。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广东宅可丽集成装配科技有限公司任
CEO，广东小黄鸭集成装配科技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江西中家装住宅产业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和广东莱尔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佛山市淘力科技投资有限公
司监事。

龚伟泉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与
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
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
录查询，龚伟泉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6、何骏，男，1989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拥有几内亚比绍居留权、香港居留权。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2018 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金融证券部经理。 曾任
职于 IDG 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深圳市亚布力创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何骏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与公
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何启强为父子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
录查询，何骏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
的任职条件。

7、黄荣泰，男，1975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会计电算化专业，中级会
计师职称，现任社会职务中山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最近五年主要工作经历：
曾任公司财务部经理，现任财务总监，任期自 2018 年 02 月 12 日起至今。 兼任

公司子公司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垦宁安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松原市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
司、忠县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铁岭县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信阳长青生物
质能源有限公司、灯塔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方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董
事长；兼任公司子公司沂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鱼台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阜宁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虞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郯城长青生物质能
源有限公司、嘉祥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鹤壁长青热电有限公司、广东长青（集
团）雄县热电有限公司、曹县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周口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
公司、延津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滑县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广东长青（集
团）满城热电有限公司、广东长源水务工程有限公司董事，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
限公司、宾县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新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新野新能
热力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青智慧生活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监事。

黄荣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与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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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黄荣泰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8、苏慧仪，女，1974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未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专科
学历。 现任公司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兼任公司子公司沂水长青环保能源有
限公司、明水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鱼台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黑龙江省牡丹
江农垦宁安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鄄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广东长青（集
团）满城热电有限公司、鹤壁长青热电有限公司、茂名长青热电有限公司、广东长青
（集团）蠡县热电有限公司、广东长青（雄县）热电有限公司、广东长青（集团）中方热
电有限公司、忠县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嘉祥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郯城
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铁岭县长青环保能源有限公司、睢宁长青生物质能源有
限公司、滑县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阜宁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延津长青
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周口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灯塔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
司、虞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曹县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信阳长青生物
质能源有限公司、方城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徐州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
宾县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开封长青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延津长青清洁能源
热力有限公司监事。 近五年还曾任长青环保能源（中山）有限公司、松原市长青生物
质能源有限公司、孝感长青热电有限公司、中山市长青环保热能有限公司、韶关市
曲江长青环保热电有限公司监事。 并于 2014 年 7 月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
书资格证书。

苏慧仪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与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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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苏慧仪
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条件，能够胜任
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9、吴燕红，女，1982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毕业于广东海洋大
学，管理学学士，本科学历。 近五年曾任公司子公司创尔特热能科技（中山）有限公
司财务经理，现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吴燕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况；与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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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失信被执行人目录查询，吴燕红
女士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担任公司内部审计部负责人的条件，能够
胜任所任岗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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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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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 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参与度，

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表决情况单独统计，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
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9 日。 其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9 日 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5 月 19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2 日（星期二）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 42 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长何启强先生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

465,034,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6830%。 其中：
1、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4 人 ，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465,034,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2.6830%。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 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0 人， 拥有及代表的股份

为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启强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2.《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3.《201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4.《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5.《2019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6.《关于 2020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7.《公司董事 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8.《公司监事 2020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9.《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外汇远期业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0.《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1.《关于增加 2020 年度被担保对象及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12.《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5,034,8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 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该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
通过。

13.《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何启强、麦正

辉、黄荣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13.01、选举何启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465,034,800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3.02、选举麦正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465,034,800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3.03、选举黄荣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465,034,800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4.《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谭嘉因、朱红

军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
14.01、选举谭嘉因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465,034,800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4.02、选举朱红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465,034,800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5.《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项议案。 选举梁婉华、陈钜

桃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
15.01、选举梁婉华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465,034,800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15.02、选举陈钜桃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465,034,800 票，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 1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如下：所得投票表决权数 0 票，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

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中伦（广州）

律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