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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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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于 2022 年 8 月 3日在广州市番禺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由齐振雄先生召集和主持，会议通知于 2022年 7月 28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

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三人，实际参加会议监事三人，

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

议： 

 

一、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

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公司监事会需进行换届选举。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提示性公

告》，截至提名截止日 2022年 7月 13日，公司未收到有权股东的监事提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提名王华先生、穆永

芳女士两名人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与公司职工

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齐振雄先生一起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两名监事

候选人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2年 5月 16日召开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相关议

案。 

根据 2021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及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

相关监管要求，公司拟对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发行数量及发行

价格进行修订，原发行方案中其他内容不变。具体如下： 

3、发行数量 

调整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3,266,799 股（含本数），不超过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的 30%，并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为准，由薛

华先生以现金认购。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现金分红、送红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相应调整本次股份发行数量的上限。” 

调整后：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3,370,411 股（含本数），不超过发行前

公司总股本的 30%，并以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核准文件为准，由薛

华先生以现金认购。 

若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现金分红、送红股、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相应调整本次股份发行数量的上限。” 

5、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1）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不变，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22年 4月 20日）。 

（2）因公司于 2022 年 7月 7日实施 2021 年度权益分派，以公司当日总股

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0,272,108 股后的 1,650,888,953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50元现金（含税）。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根据股票市值不

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



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1490724元/股。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45.09-0.1490724=44.95 元/股（向上保留两位小数

取整）。 

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发行价格调整如下： 

调整前： 

“……发行价格为 45.0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定

价基准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

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

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调整后： 

“……原发行价格为 45.0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不含

定价基准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

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

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2022 年 5 月 9 日，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分配方案为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元（含税）。

公司于 2022年 7月 7日实施 2021年度权益分派，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

分配，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

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

登记日收盘价-0.1490724元/股。根据公司 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情况和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定价原则，现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做相应调整，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P0-D=45.09-0.1490724=44.95 元/股（向上保留两位小数取

整）。”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以 3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

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相应修订

了非公开发行预案中的相关内容，修订完成本次《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修订说明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4）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非

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四、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22年 4月 19日，公司与薛华先生签署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附

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2022 年 5 月 9 日，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分配方案为以公司当日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10,272,108

股后的 1,650,888,95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5元（含税）。

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根据股票市值不变的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

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的原则，本次

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490724元/股。公司 2021

年度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2022年 7月 7日实施完毕。 

根据《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如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

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派发现金股利：

P1=P0-D=45.09-0.1490724=44.95元/股（向上保留两位小数取整）。 

鉴于上述，公司与薛华先生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与特定对

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55）。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五、以 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与填补措施

（修订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调整的具体情况，相应修订

完成《关于公司 2022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

标的影响与填补措施（修订稿）》。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2022年度

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与填补措施（修

订稿）》（公告编号：2022-056）。 

根据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O二二年八月四日 

  



附件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 

 

一、王华先生，1987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位、经

济师。2009 年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2011 年获武汉大学政

治学理论专业硕士学位。2011年 7月至 2017年 3月任职于广东华隧建设股份有

限公司，2017 年 6 月至 2019 年 3 月任职于广东信达地产有限公司，2019 年 4

月加入公司，现任集团秘书室总监助理和公司监事。 

王华先生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未持有公司

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任

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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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二、穆永芳女士，1989 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中级会计师。2012 年 6 月毕业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专业。2012 年 7 月加

入公司，曾担任公司成本核算、预算管理与财务管理等相关职务，现任公司财务

经理和公司监事。 

穆永芳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止于本公告日，未持有公

司股份；不存在《公司法》《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中规定不得担

任公司监事的情形；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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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不属

于失信被执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