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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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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月 25日以传真方式、 电子文件方式发出第十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1年 2月 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9 人，现场参会 6 人，通
讯方式参会 3人，董事高宏波先生、董事夏斌先生和独立董事李胜兰女士以通讯方式表决，公司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蔡飚先生主持。 会议
审议并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一、选举蔡飚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详细资料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二、选举高宏波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详细资料见附件二）。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三、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缪安民先生为本公司总经理（详细资料见附件三）。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四、由董事长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苏东明先生为本公司董事会秘书（详细资料见附件四）。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五、由总经理提名，董事会同意聘任黄万兴先生、陈增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刘汉林先生为总工

程师，其中陈增玲女士兼任财务负责人（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详细资料见附件五）。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公司新一届董事会成员产生后，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实

施细则，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投资审查委员
会、审计委员会五个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为：蔡飚先生、高宏波先生、缪安民先生、李胜兰女士、 胡志勇先生，其中，

蔡飚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郭天武先生、胡志勇先生、高宏波先生，其中，郭天武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为：李胜兰女士、胡志勇先生、陈楚盛先生，其中，李胜兰女士任主

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投资审查委员会委员为：黄万兴先生、缪安民先生、夏斌先生、郭天武先生、胡志勇先生，其

中，黄万兴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为：胡志勇先生、郭天武先生、李胜兰女士、缪安民先生、陈楚盛先生，其

中，胡志勇先生任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十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详见同日公告编号：

2021--14）。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关联董事蔡飚先生、高宏波先生、陈楚盛先生、夏斌先

生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编号：

2021--15）。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关联董事蔡飚先生、高宏波先生、陈楚盛先生、夏斌先

生已回避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十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编号：

2021-16《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定于 2021年 2月 25�日下午 15:00在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秀
城市广场南塔 37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附件一： 董事长蔡飚先生详细资料
蔡飚，男，1978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广东教育书店董事长。历任广东广商现代流通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省商业集团人事处（党群处）副处长、纪委副书记、审计处(纪检监察
室）处长（主任）、人力资源部（离退休人员工作部）部长、总经理助理、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广东省商
贸控股集团总经理助理、纪委副书记，广弘资产监事会主席。 2015年 10月至今任广弘控股党委书记，
广东教育书店董事长，2015年 12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蔡飚先生未持有广弘控股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
惩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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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的情况。 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不存在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其他违法违
规情况，也不属于 2014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被执行人，
不属于《关于对财政性资金管理适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关于对涉
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其与广弘控股公司控
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与广弘控股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亲属关系；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附件二：副董事长高宏波先生详细资料
高宏波，男，1980年 6月出生，大学本科。 现任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广东广弘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历任新锦安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部门经理。 2013年 3月
至今任深圳兰光集团董事长；2017 年 12 月至今任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 年 2
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高宏波先生未持有广弘控股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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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的情况。 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不存在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其他违法
违规情况，也不属于 2014 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被执行
人，不属于《关于对财政性资金管理适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关于
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其与广弘控股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存在关联关系，与广弘控股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亲属关
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附件三：总经理缪安民先生详细资料
缪安民，男，汉族，1967年 6�月生，中共党员，硕士。现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总经理，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历任广东省食品实业公司副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广弘食品冷冻实业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广弘食品贸易分公司总经
理；广弘食品集团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经理。 2009 年 10 月至
2020年 8月历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2020 年 6 月至今任广东省广弘食
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2020年 8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
总经理。

缪安民先生未持有广弘控股公司股票，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的惩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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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的情况。 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以及不存在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其他违法
违规情况，也不属于 2014 年八部委联合印发的《“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被执行
人，不属于《关于对财政性资金管理适用领域相关失信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关于
对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的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其与广弘控股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广弘控股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亲属
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董事任职条件。

附件四：董事会秘书苏东明先生详细资料
苏东明，男，1973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专科学历，助理会计师。现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会秘书、法律事务部、证券事务部部长；历任广东美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科员、财
务主管、证券部主管；2003年 9月获得董事会秘书资格；历任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秘书、办公室主任、
董事；2009 年 1 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20 年 3 月至今兼任广东广弘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证券事务部部长。

苏东明先生未持有广弘控股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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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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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五：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总工程师等高级管理人员详细资料
（1）副总经理黄万兴先生详细资料
黄万兴，男，1968年 3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现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董事，广东教育书店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 历任广东百信有限公司副经理；广东华大物流总公司
配送分公司副经理、经营运作部主任、物流发展部主任、荔湾加油站经理、广东华大物流总公司总经理
助理，广东省商业集团经营投资管理处副处长、企业管理处副处长、经营投资管理处处长，华侨友谊总
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投资管理部（资本运营部）部长，广东教育书店副总经
理。 2016年 11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兼广东教育书店党支书记、 董事；
2018年 2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0 年 4 月至今兼任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总
经理；2021年 2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万兴先生未持有广弘控股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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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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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陈增玲女士详细资料
陈增玲，女，1967年 1月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会计师。现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历任南海市农业银行任会计；广东省教育厅教工之家任会计；广东教育书店有限
公司会计主管、财务部经理、副总经理、董事；2009�年 10�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兼财务负责人；2012�年 12�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委员。

陈增玲女士未持有广弘控股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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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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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总工程师刘汉林先生的详细资料
刘汉林，男，1966年 12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 现任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历任广东

省农科院畜牧研究所饲料开发部副主任、主任，饲料科学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广东省农科院前沿动物
保健技术中心副总经理；广东省农科院动物药品厂总经理；广东省广弘九江饲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 党支部副书记； 广东省广弘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 党委委员；2009 年 10 月至
2020 年 8 月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 年 12 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委员，2020年 8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刘汉林先生未持有广弘控股公司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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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的情况，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所列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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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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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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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控股或公司）于 2021年 2月 1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会议以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预案》，关联董事蔡飚先生、高宏波先生、陈楚盛先生、夏斌先生已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事前
认可该事项，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在会上对此预案发表同意
意见。

2、《关于公司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
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广东广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二）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广弘控股和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传媒）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广东省出版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出版集团及其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除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列为公司关联方。

根据经营业务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广东教育书店有限公司（合并）（以下简称：教育书店）2021
年度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业务往来，向其采购、销售中小学教学用书、社会图书、发行
服务及其他，构成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2021 年度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金额
为 7.805亿元。 具体内容如下：
关 联 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定

价原则
2021 年预计金额
（万元）

截至披露日已
发生金额（万
元）

2020 年发生金
额（万元）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 品 及
发 行 服
务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300 0 288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110 0 1,168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23,014 0 8,638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22 0 1,907

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5 0 22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
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540 0 5,605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60 0 3,977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
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27 0 1

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
经营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3,219 0 3,162

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
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1,000 0 762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及发
行服务 市场定价 34,193 0 33,192

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
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市场定价 50 0 40

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
限公司 采购其他 市场定价 60 0 5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商 品 及
发 行 服
务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图书及发
行服务 市场定价 15,200 0 12,868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6 0 10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18 0 30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130 0 26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8 14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
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40 0 76

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
经营有限公司 销售发行服务 市场定价 38 0 31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销售其他 市场定价 10 0 0

小计 78,050 0 71,822

注：1、上表中 2020年发生金额系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将
在《2020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2、由于公司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 2021年 1月份未发生关联交易事项，故截至披露日的关
联交易金额为 0。

3、因教育出版集约化经营改革需要，自 2021 年春季学期起，人民社、科技社、经济社、花城社、新
世纪社的教材教辅业务由教育社承接，与上述出版社的采购交易额同比 2020年度变化较大。

（三）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生金额
（万元）

2020 年预计
金额（万元）

实际发生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索引

向关联人
采购商品

南方出版传
媒股份有限
公司

采购图书 288 220 0.49% 30.91%

2020 年 2 月 21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 2020 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

广东人民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1,168 1,225 1.99% -4.65%

广东教育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8,638 9,670 14.70% -10.67%

广东科技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1,907 2,360 3.24% -19.19%

广东花城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22 32 0.04% -31.25%

广东新世纪
出版社有限
公司

采购图书 5,605 6,470 9.54% -13.37%

广东经济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3,977 3,770 6.77% 5.49%

广东海燕电
子音像出版
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1 13 0.00% -92.31%

广东南方出
版传媒教材
经营有限公
司

采购图书 3,162 220 5.38% 1337.27%

广东南方传
媒教育发展
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762 390 1.30% 95.38%

广东大沿海
出版工贸有
限公司

采购其他 5 10 0.01% -50.00%
属于总经理办公会
权限,未达到披露要
求

广东新华发
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及发行服
务

33,192 34,665 56.48% -4.25%
2020 年 2 月 21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 2020 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

广东语言音
像电子出版
社有限公司

采购图书 40 70 0.07% -42.86%

小计 58,767 59,115 100.00% -0.59%

向关联人
提供发行
服务

广东新华发
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销售图书及
发行服务 12,868 15,750 98.57% -18.30%

2020 年 2 月 21 日
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 2020 年
度预计日常关联交
易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0-04）

广东人民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
务 10 10 0.08% 0.00%

广东经济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
务 30 30 0.23% 0.00%

广东教育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
务 26 15 0.20% 73.33%

广东科技出
版社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
务 14 15 0.11% -6.67%

广东新世纪
出版社有限
公司

销售发行服
务 76 75 0.58% 1.33%

广东南方出
版传媒教材
经营有限公
司

销售发行服
务 31 40 0.24% -22.50%

属于总经理办公会
权限,未达到披露要
求

小计 13,055 15,895 100.00% -17.87%
合计 71,822 75,050 - -4.3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过程中发生的关联交易，符
合公司正常经营发展需要，相关交易价格均参考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合理公允。
公司对 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了充分的测算， 但是由于业务市场及
客户情况变化等因素影响，关联交易预计与实际发生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属于
正常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影响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
明（如适用）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的审核合法合规，对
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之间存在一定差异的原因是业务市场及客
户变化等因素影响。 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所需的交
易，符合公司和市场的实际情况，交易价格参照市场价格确定，未损害公司及股
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注：1、根据深交所《上市公司参考》(2017�年第十二期)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问题的回复，上述采用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方式审议及披露的关联交易， 均为受同一主体控制或存在股权实际控制关系的关
联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内部调剂使用相关关联交易额度，具体交易金额及内容以
签订的合同为准。

2、上表中 2020 年发生金额系公司财务部门核算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最终数据将在
《2020年年度报告》中予以披露。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72号 11楼
注册资本：89587.66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谭君铁
经营范围：图书、期刊、报纸、 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网络读物、框架媒体和其他媒介产品的编

辑、出版、租型、批发及零售，书报刊、广告、文化用品、体育用品经营，印刷物资销售，包装装潢印刷、印
刷品印刷，物流、版权贸易，法律法规允许的投资、资产管理与经营业务，出版物、印刷物及文化用品进
出口，国内贸易（以上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书经营）。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074,517.54 万元，净资产 623,747.42� � � � � � �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入 652,531.85万元，实现净利润 74,182.46万元。 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该
公司总资产 1,237,885.44 万元， 净资产 651,803.04� � � � � � �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479,950.84万元，实现净利润 52,091.57万元。

2、公司名称：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 10号
注册资本： 1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肖风华
经营范围： 按照新出图证（粤）字 01号《图书出版许可证》核定的范围编辑、出版各种政治理论教

育类书刊；按照（90）新出图字第 440 号文规定的出版范围出版电子出版物；代理出书业务；利用本公
司正式出版的图书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外广告；出版与已获许可出版的图书、电子出版物、期刊内容
范围相一致的数字化作品；教育项目开发；文化创意、策展、咨询服务；自有资金投资；销售：纸制品、文
化用品；开展相关学科的教育咨询和服务；本版图书、期刊总发行、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30,217.90 万元，净资产 10,737.0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
收入 27,375.53万元， 实现净利润 182.21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该公司总资产
34,092.07万元， 净资产 9,075.31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21,081.54万元， 实现净利润 -1,
601.31万元。

3、公司名称：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 472号 12至 15楼
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陶己
经营范围： 编辑、出版学校和业余教育的教材、教辅材料、教学参考书，教育科学理论学术著作、

期刊、电子读物，与已获许可出版内容范围相一致的网络（含手机网络）出版业务；配合本版图书出版
音像制品；代理出版图书业务，设计和制作印刷品广告，利用自有书籍、《课程教学研究》发布广告；本
版图书、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及期刊《课程教学研究》的发行；计算机软件、教育信息系统的开发、集
成、销售及维护；教学设备的研究开发、销售；教育装备产品、玩具的研发、生产及销售；通过互联网及
实体店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文化用品、体育用品及器材，家具，纸、纸制品，印刷用纸；开展
相关学科的教育咨询和培训；自有资金投资；教育项目开发；文化创意、咨询服务；场地、房屋租赁；物
业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116,547.84 万元，净资产 65,582.11� � � � � �万元，2019 年实
现营业收入 52,814.66万元，实现净利润 9,001.63万元。 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
资产 135,329.52万元，净资产 65,836.66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37,986.68 万元，实现净利
润 4,713.25万元。

4、公司名称：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路水荫路 11号 9-10楼
注册资本： 1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朱文清
经营范围： 出版各类科技读物。 以普及科学基础知识和介绍应用技术为主。 兼顾提高性读物；以

农村科技读物为重点，突出地方特色；有选择地出版国内外科技专著及科技工具书,按照(90)新出图字
第 440号文核定的图书出版范围，出版电子出版物（以上项目凭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利用本公司出
版的书刊设计、制作、发布国内外广告。 以下项目由分公司经营：本版图书、期刊总发行、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年 12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4,498.37 万元，净资产 13,059.11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
收入 16,600.21 万元，实现净利润 2,498.30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27,602.57 万元， 净资产 13,612.54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155.65 万元， 实现净利润
1,802.58万元。

5、公司名称：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水荫路 11号
注册资本： 15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肖延兵
经营范围： 以出版当地作家作品为主，主要出版当代和现代文学、艺术作品及文艺理论、文艺批

评专著、兼及古代优秀文艺作品；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学术理论著作及有关资料；出版台港澳版文学作
品图书（按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 设计、制作、代理国内外各类广告。 以下项目由分公司经营：本版
图书、期刊总发行、批发、零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858.24 万元，净资产 5,752.6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
收入 9,393.25万元， 实现净利润 1,459.94万元。 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该公司总资产
13,911.90 万元， 净资产 6,331.92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7,762.09 万元， 实现净利润
1,309.26万元。

6、公司名称：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 10号
注册资本： 1536.442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姚丹林
经营范围： 出版以十五岁以下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政治、思想品德、教育读物；儿童文学作品、连环

画、科普读物；以及少儿工作者和家长培育教育少儿的辅导读物（有效期至 2018年 12月 31日）。 本版
图书、期刊总发行、批发、零售（由分公司办照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6,124.63 万元，净资产 9,069.4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
收入 23,381.92 万元，实现净利润 1,618.5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23,705.15万元，净资产 7,581.71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12,349.09万元，实现净利润 -682.
72万元。

7、公司名称：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11号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李鹏
经营范围： 经济类、科普类图书和期刊的出版、发行；利用本社公开发行的书刊设计、制作、发布

国内外书籍广告，兼营代理出书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8,808.11 万元，净资产 3,611.72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

入 9,802.83万元，实现净利润 663.28万元。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8,301.22
万元，净资产 3,206.01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5,872.57万元，实现净利润 -74.07万元。

8、公司名称：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204号第 2栋第 3层 A区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丁正希
经营范围： 出版文化、教育、科技、文艺方面的电子出版物，出版科技、教育、文化方面的音像制

品，本版电子出版物、音像制品的发行（以上各项具体凭本公司有效许可证经营），与本公司已获许可
出版内容范围相一致的网络（含手机网络）出版，以上相关信息的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3,765.12 万元，净资产 3,807.1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
收入 14,230.34万元， 实现净利润 552.00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该公司总资产
20,948.85 万元， 净资产 3,986.1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4,832.95 万元， 实现净利润
455.09万元。

9、公司名称：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11号 13楼东边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杨效方
经营范围： 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图书、报刊零售;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图书出版;

期刊出版;电子出版物出版;图书批发;音像制品出版;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人才培训;其他文化娱乐用
品批发;软件服务;通信设备零售;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教育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计算机零售;信
息系统集成服务;软件零售;电子产品零售。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6,324.25 万元，净资产 6,664.76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
收入 15,565.63 万元，实现净利润 4,634.34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19,821.02 万元， 净资产 5,775.60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389.06 万元， 实现净利润
1,428.01万元。

10、公司名称：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 11号 13楼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海业
经营范围：教材和教辅图书的研究开发；国内图书、报纸、期刊批发零售；销售：文教用品，仪表仪

器，电子产品，计算机设备，工艺品，纸张；广告设计、制作及代理；会务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教育培训，
教育咨询。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21,076.90 万元，净资产 8,933.60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
收入 27,388.21 万元，实现净利润 1,389.27 万元。 截止 2020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20,681.89 万元， 净资产 8,895.61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830.55 万元， 实现净利润
656.64万元。

11、公司名称：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204号第 2栋第 3层 B区
注册资本：344.6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丁正希
经营范围：文艺创作服务;文化推广（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文化传播（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文具制

造;教学用模型及教具制造;其他文教办公用品制造;体育器材及配件制造;玩具制造;教育评估;广告业;
版权服务;软件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房维护服务;信息技术咨询
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动漫制作;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游艺娱乐用品零售;互联网商品零售
（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玩具批发;游艺及娱乐用品批发;其他文化娱乐用品批发;文具用品零售;家用
视听设备零售;日用家电设备零售;通信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零售;贸易代理;科技项目代理服务;影视经
纪代理服务;音像经纪代理服务;动漫（动画）经纪代理服务;图书出版;互联网出版业;电子出版物出版;
音像制品出版;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批发;音像制品及电子出版物零售。

截止 2019年 12月 31日，该公司总资产 3,540.80 万元，净资产 1,897.64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收
入 4,284.32万元，实现净利润 471.84万元。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产 3,588.40
万元，净资产 1,679.22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3,314.76万元，实现净利润 17.50万元。

12、公司名称：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大沙头四马路１２号
注册资本： 30227.9881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蒋鸣涛
经营范围： 图书、报纸、期刊、中小学教科书总发行、代理及服务，国旗制品发行，普通货运，运输

代理服务；网站运营，电子出版物、互联网应用程序、计算机软件开发、代理及销售等等。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555,653.85 万元，净资产 240,761.63 万元，2019 年实现营

业收入 376,229.78万元，实现净利润 21,052.52万元。 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该公司总资
产 656,199.90 万元，净资产 246,655.58 万元，2020 年 1—9 月实现营业收入 293,587.55 万元，实现净利
润 17,560.98万元。

13、 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限公司
住所：珠海市香洲区健民路 147号 5-7层
注册资本：13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瑞冰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出版物批发；出版物零售；烟草制品零售；货物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

装食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
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知识产权服务；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
发行）；纸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会议及展览服务；
旅行社服务网点旅游招徕、咨询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

培训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总资产 12,358.81 万元，净资产 9,421.35 万元，2019 年实现营业
收入 4,073.49万元， 实现净利润 1,580.51万元。 截止 2020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该公司总资产
11,769.42万元，净资产 9,290.85万元，2020年 1—9月实现营业收入 2,726.59 万元，实现净利润 659.75
万元。

（二）关联人与本公司关系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花城出版

社有限公司、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
公司、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
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限公司均是南方传媒的控股
子公司，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出版集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章关联交易 10.1.3 条规定，上述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
公司和广弘控股及其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关系，是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
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为依法存续的企业法人，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述公司

均未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且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公司认为其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向其采购商品或代理发行业务， 与其交易后形成坏账的可能性较小， 认为其具有履约能
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南方传媒于 2021年 2月 1日签订《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交易的名称和类别：2021年度采购、销售图书及发行服务及其他。
（二）交易内容：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合并）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人民出版

社有限公司、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新
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南方出版
传媒教材经营有限公司、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有限公司、广东
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限公司采购、销售中小学教学用书、社会图书、发
行服务及其他。

（三）定价原则和依据：
本关联交易事项实行政府定价的，直接适用该价格；交易事项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在政府指导价

的范围内合理确定交易价格；除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外，交易事项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
价格或收费标准的，可以优先参考该价格或标准确定交易价格。

（四）交易金额：预计 2021年交易金额为人民币 7.805亿元，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序号 销售 /发行方 采购 /代理方 交易内容 预计 2021 年交易金额

（万元）
1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300
2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110
3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23,014
4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22
5 广东花城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5
6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540
7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60

8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有
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27

9 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
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3,219

10 广东南方传媒教育发展有限
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1,000

11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及发行服务 34,193

12 广东语言音像电子出版社有
限公司 教育书店 采购图书 50

13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图书及发行服务 15,200

14 广东大沿海出版工贸有限公
司

广弘控股 /
教育书店 采购物资 60

15 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6
16 广东经济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18
17 广东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130
18 广东科技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8
19 广东新世纪出版社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40

20 广东南方出版传媒教材经营
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发行服务 38

21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教育书店 销售其他 10
合计 78,050

注：上述采购 /销售 /发行及其他业务交易以最终实际交易的金额为准。
（五）结算方式：双方结算根据合同约定执行。
（六）有效期为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具体条款以实际签订的合同约定为准。
四、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由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经营广东省中小学全省副科教材教辅的发行业务， 而南方传媒

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广东省内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业务和发行业务， 南方传媒及其控制子公司业
务涵盖教材和教辅的全产业链， 教育书店发行的大部分副科教材教辅需要从南方传媒及其控股子公
司进行采购， 且南方传媒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发行
资质唯一合法单位（整合过渡期含教育书店），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的该等交易在 2019 年广弘资
产 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至出版集团前一直持续发生。 股权划转完成后，由于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构
成关联方，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且上述关联交易在出版集团解决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同
业竞争之前，预计该关联交易持续存在，具有必要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原则为市场
定价，适用于我国中小学教材实行的政策性定价政策或有可比的独立第三方的市场价格，该关联交易
价格公允，有利于公司以稳定的价格取得或销售教材教辅等图书和发行业务，保持公司经营稳定，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该事项为公司及子公司教育书店日常经营活动所需，交易事项定价公允，交易公平、公正，对公司未来
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没有损害公司和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我们
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如下：

1、由于广弘控股下属子公司教育书店经营广东省中小学全省副科教材教辅的发行业务，而南方
传媒及其控股子公司经营广东省内中小学教材教辅的出版业务和发行业务， 南方传媒及其控制子公
司业务涵盖教材和教辅的全产业链，教育书店发行的大部分副科教材教辅需要从南方传媒进行采购，
且南方传媒下属控股子公司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发行资质唯一合法
单位（整合过渡期含教育书店）。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的该等交易多年之前一直存在并持续发生，
该等关联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以稳定的价格取得或销售教材教辅等图书和发行业务， 上述关联交易
在广版集团解决南方传媒和广弘控股之间同业竞争之前具有其必要性。

2、上述关联交易定价是公允的，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造成公司向关联方利益倾斜
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与全体股东利益。

3、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
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二一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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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接受控股
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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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关联交易概述
1、交易基本情况
为公司加快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广弘资产）拟利用其获得的政策及资源优势，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
过人民币 15亿元的财务资助， 期限一年， 年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每月 20 日公布的一年期 LPR
(按照其与贷款银行签订借款合同的利率，具体以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及下
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2、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广弘资产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300,669,93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50%，为

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条规定，广弘资产系公司关联法人，广
弘资产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 2021 年 2 月 1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以 5 票同意，0 票反

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关联董事蔡飚先生、高宏波
先生、陈楚盛先生回避了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事项，一致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在会上对此议案发表同意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时关联方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广东广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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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广州大道北 680号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玉敏
注册资本：177030.098万元
成立日期：2000年 08月 2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724778854C
经营范围：资产营运管理，投资基础上的经营管理，资产受托管理。
2、关联关系：广弘资产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与公

司构成关联关系；广弘资产非失信被执行人。
3、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广弘资产公司资产总额 565,811 万元，负债总额 422,750 万元，所有

者权益合计 143,061万元，2019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37,723�万元，实现净利润 14,278�万元；2020 年 9
月末资产总额 675,464万元，负债总额 521,852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 153,612万元，2020年 1-9月份
实现营业收入 392,816�万元，实现净利润 15,312�万元（未经审计）。

三、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为企业加快发展提供资金保障，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 控股股

东广弘资产拟利用其获得的政策优势，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
财务资助，期限一年，年利率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每月 20日公布的一年期 LPR(具体以签订的相关合
同为准)。 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广弘资产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 年化利率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每月 20 日公布的一年期 LPR

执行。 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1年 2月 1日与广弘资产签署了《财务资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广弘资产向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的财务资助， 期限不超过 1

年，公司按实际使用额和使用天数支付财务资助利息，年化利率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每月 20 日公
布的一年期 LPR执行（具体以双方签订的相关具体合同为准）。 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无须为财务资
助提供相应抵押或担保。 该协议在双方履行审批程序后实施。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接受广弘资产财务资助，将为企业加快发展提供资金保障，并且以较低的资金成本开展生产

经营，有助于促进经营提质增效，提高企业发展质量，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稳步增长。
广弘资产对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且无须公司及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系对公司未

来发展充满信心。 年化利率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每月 20日公布的一年期 LPR执行，本次交易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七、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自 2021年 1月 1日至披露日，公司与广弘资产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5.26 亿元（含

接受广弘资产本次财务资助总金额 15亿元）。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核，同意将该事项作为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独立

董事对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1、控股股东广弘资产拟向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体现了其对公司发展的支持和信心，财务资助主要

为广弘控股加快发展提供资金保障，符合公司发展和经营需要。本次财务资助无需公司及下属控股子
公司提供保证、抵押、质押等任何形式的担保。 本次财务资助年化利率按不高于中国人民银行每月 20
日公布的一年期 LPR 执行，费用标准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2、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2、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前认可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财务资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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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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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召

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3．会议召开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4．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 2月 25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 2月 25日，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5

日上午 9:15—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2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网络投票。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现场记名投票方式或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地址为 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1年 2月 19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 于股权登记日 2021年 2月 19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股东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东广弘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根据关联交易的有关规定，前述股东需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对提案 1、2
进行回避表决，公司已在《关于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4）、《关于接受
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公告编号：2021-15）中对回避表决的情形进行了披露。前述股东可以
在其他股东对提案表示明确投票意见的书面授权的前提下接受其他股东的委托进行投票。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
（4）其他相关人员。
8．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楼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交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有 2项，议案 1、2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提交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审议议案如下：
1、 审议关于公司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 审议关于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
1、 提案 1《关于公司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2、 提案 2�《关于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
（二）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请查阅公司 2021 年 2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三、 提案编码
表一：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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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审议关于公司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2.00 审议关于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

四、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应持被委托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和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
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
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先通过传真或邮寄方
式办理登记手续（以传真或邮寄信函收到时间为准；股东登记表和股东授权委托书样式详见附件 2、
3）。

（二）登记时间
2021年 2月 23日上午 8:30—11:30.下午 14:30—17:00
（三）登记地点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楼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四）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 楼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室 邮政编码：510030�联系人：苏东明 电话：(020)83603985 � � �传真：(020)83603989
（五）会议费用：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五、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网址为 http://wltp.cninfo.com.

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相关事宜具体说明详见附件 1）。
六、 备查文件
1．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 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附件 2：股东登记表（复印有效）
附件 3、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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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0529”，投票简称为“广弘投票”。
2、 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设有总议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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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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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月 25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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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 2月 25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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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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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姓名： 股东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
联系电话： 传真：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登记日期：
(注：本股东登记表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附件 3: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我公司(本人)参加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我公司(本人)对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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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审议关于公司 202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
交易的议案 √

2.00 审议关于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财务资
助的议案。 √

委托人 (公章或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授权日期：2021年 月 日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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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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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月 25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方式发出第十届监事会第一
次会议通知，会议于 2021年 2月 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4 人，现场参会 3 人，通讯方
式参会 1人，监事潘瑞君女士以通讯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
欧立民先生主持。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监事会选举欧立民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个人详细资料见附件一）。
表决结果：同意 4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一年二月二日

附件一：监事会主席欧立民先生详细资料
欧立民，男，1962年 7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现任广弘控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历任广东省百货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广东省百货纺织品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广东恒晟商贸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党委委员、策划部经理、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工会主席。 2017
年 1月至今任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21 年 2 月至今任广东广
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其与广弘控股公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广弘控股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广弘控股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亲属关系；与持有广弘控股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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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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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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2月 1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 2月 1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 日

上午 9:15—9:25,9:30至 11:30，下午 13:00至 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1 年 2 月 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任意时间。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中路 437号越秀城市广场南塔 37楼公司会议室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召集人：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蔡飚先生
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1年 1月 14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2、出席会议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1 人，代表有表决权 312,893,335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53.59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 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01,390,235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51.626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8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1,503,100 股，占公司股份总
额的 1.970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 12,223,403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2.0938％。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监事会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第十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本议

案子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表决）：
1、审议选举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蔡飚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蔡飚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选举高宏波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高宏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选举缪安民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缪安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选举黄万兴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黄万兴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5）选举陈楚盛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陈楚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6）选举夏斌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夏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审议选举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李胜兰女士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李胜兰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选举郭天武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郭天武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选举胡志勇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胡志勇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审议选举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1）选举欧立民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欧立民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2）选举潘瑞君女士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潘瑞君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3）选举沈蔚涵女士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沈蔚涵女士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4）选举曾锦炎先生为本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312,642,43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98%；
其中，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1,972,503 股，占出

席会议持有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474%；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曾锦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州金鹏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秦漫银、黎绍尘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也符合《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法律意见书。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