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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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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长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六次会议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上午 9:30 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在公

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2016 年 9 月 20 日以传真及邮件等方

式送达了公司董事会成员。公司应出席会议董事 5 名，实际出席会

议并表决的董事 5 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杨小剑先生主持，公司监

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东长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

案〉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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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本次拟发行股票 1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6

元，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600,000.00 元，发行对象为朱建平（董事、

董事会秘书）、吴江（监事会主席、石化事业部经理）、吴丰铭（董事、

副总经理）、欧志勇（监事、大客户部经理）、周海恒（职工代表监事、

综合管理中心经理），具体内容详见《广东长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发行方案》（公告编号 2016-028）。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无关联关系董事的100%；反对0票；弃权

0票；回避2票；通过此议案。 

回避表决情况：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认购对象中包含朱建平、吴丰

铭，均为公司董事。以上董事朱建平与吴丰铭均为本议案关联人，本

议案表决时应履行回避程序。上述两名董事回避后，本次议案具有表

决权的董事数量为三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一半，本议案经无关联

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即可。 

（二）审议通过《关于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主要内容：审议公司与朱建平（董事、董事会秘书）、吴江（监

事会主席、石化事业部经理）、吴丰铭（董事、副总经理）、欧志勇（监

事、大客户部经理）、周海恒（职工代表监事、综合管理中心经理）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赞成3票，占无关联关系董事的100%；反对0票；弃权

0票；回避2票；通过此议案。 

回避表决情况：本次股票发行方案认购对象中包含朱建平、吴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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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均为公司董事。以上董事朱建平与吴丰铭均为本议案关联人，本

议案表决时应履行回避程序。上述两名董事回避后，本次议案具有表

决权的董事数量为三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一半，本议案经无关联

关系董事过半数通过即可。 

（三）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 

主要内容：因公司挂牌及股票发行，拟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公司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变更为2010万元，股份总数由2000万股变更

为2010万股。具体如下： 

1、原公司章程“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万元。” 

修改为：“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10万元。” 

2、原公司章程“第十八条 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出资

方式和出资时间为： 

序

号 
 发起人姓名 

出资方

式 

持股数量

（万股） 

认购股份

数（万股） 

持股比

例 
出资时间 

1 杨小剑 净资产 1,050 1,050 52.50% 2015.6.30 

2 茂名市众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净资产 300 300 15.00% 2015.6.30- 

3 茂名市阳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净资产 300 300 15.00 2015.6.30- 

4 潘晓平 净资产 200 200 10.00 2015.6.30- 

5 植湧犇 净资产 150 150 7.50 2015.6.30- 

合计 - 2,000 2,000 100% - 

修改为：“第十八条 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出资方式和

出资时间为： 

序

号 
 发起人姓名 

出资

方式 

持股数量

（万股） 

认购股份

数（万股） 

持股

比例 
出资时间 

1 杨小剑 净资产 1,050 1,050 52.50% 2015.6.30- 

2 茂名市众盈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净资产 300 300 15.00% 201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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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发起人姓名 

出资

方式 

持股数量

（万股） 

认购股份

数（万股） 

持股

比例 
出资时间 

3 茂名市阳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净资产 300 300 15.00% 2015.6.30- 

4 潘晓平 净资产 200 200 10.00% 2015.6.30- 

5 植湧犇 净资产 150 150 7.50% 2015.6.30- 

合计 - 2,000 2,000 100% - 

公司现有股东、持有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为准。公司股东名录如下： 

序

号  
认购人  职位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股东性质 认购方式 

1 杨小剑 
董事长、总经理、财务

总监 
1,050 52.23% 自然人 净资产 

2 
茂名阳安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300 14.93% 法人 净资产 

3 
茂名众盈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 300 14.93% 法人 净资产 

4 潘晓平 董事 200 9.95% 自然人 

 

净资产 

5 植湧犇 董事、资本运营部经理 150 7.46% 自然人 

 

净资产 

6 朱建平 董事、董事会秘书 2 

 

0.1% 自然人 

 

现金认购 

 
7 吴  江 

监事会主席、石化事业

部经理 
2 0.1% 自然人 现金认购 

8 欧志勇 监事、大客户部经理 2 

 

0.1% 自然人 现金认购 

9 吴丰铭 董事、副总经理 2 

 

0.1% 自然人 现金认购 

10 周海恒 
职工代表监事、综合管

理中心经理 
2 0.1% 自然人 现金认购 

合计 2,010 100% - - 

3、原公司章程“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000万股，均为

普通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每股 1元。” 

  修改为：“第十九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010 万股，均为普通

股，以人民币标明面值。”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占出席董事的 100%；反对 0票；弃权 0

票；通过此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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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并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主要内容：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

事宜。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占出席董事的 100%；反对 0票；弃权 0

票；通过此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主要内容：为进一步加强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及募集资金的安全，公司拟制

定《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详见（公告编号 2016-029）。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占出席董事的 100%；反对 0票；弃权 0

票；通过此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 并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主要内容：为确保募集资金专款专用，拟在中国银行茂名分行迎

宾路支行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本次股票发行所募集的全

部资金。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占出席董事的 100%；反对 0票；弃权 0

票；通过此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并

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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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为确保募集资金专款专用，拟与中国银行茂名分行迎

宾路支行、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占出席董事的 100%；反对 0票；弃权 0

票；通过此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公司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主要内容：提议召开公司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占出席董事的 100%；反对 0票；弃权 0

票；通过此议案。 

三、备查文件目录 

（一）《广东长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 

（二）《广东长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 

 

 

广东长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 9月 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