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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92               证券简称：融捷股份               公告编号：2018-049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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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吕向阳先生召集，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以

电子邮件和手机短信的方式同时发出。 

2、本次董事会于 2018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10:00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讯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3、本次董事会应到董事 5 人，实际出席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董事的 100%。 

4、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吕向阳先生主持，部分监事和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

董事会。 

5、本次董事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融捷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市德瑞精密设备有限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拟

向关联方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包括其控股子公司）（以下简称“比亚迪”）销

售锂电设备，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7,000 万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一年内签订合同有效。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裁吕向阳先生担任比亚迪副董事长，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和 10.1.5 条的有关规定，比亚迪为公司关

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关联董事吕向阳先生、谢晔根先生和张国强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在股东大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且本议案非关联董事表决人数未达到本

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 3 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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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融捷投资”）及张长虹女士应在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关于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更详细信息请查阅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50）。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和《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2、审议了《关于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议案》 

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和经营发展的需要，鉴于控股子公司芜湖融捷光电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光电”）和控股子公司芜湖市融捷方舟智慧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捷方舟”）一直处于筹建和建设期，尚未产生效益，为集

中资源优势发展公司锂电产业链，公司拟将持有的融捷光电 50%股权和融捷方舟

51%股权分别转让给公司控股股东融捷投资。其中，融捷光电 50%股权的转让价

格为 1,550 万元人民币，融捷方舟 51%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1 元人民币。本次交易

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融捷光电和融捷方舟的股权，两者不再并入公司合并报表

范围。 

融捷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吕向阳先生同时任融捷投资董

事长，公司董事谢晔根先生、监事长罗彬先生分别任融捷投资副总裁，公司董事

兼副总裁张国强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融捷投资任副总裁，融捷投资副总裁张

加祥先生过去十二个月内曾在公司任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0.1.3条、10.1.5条和10.1.6条的有关规定，融捷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出售资

产构成关联交易。 

本议案关联董事吕向阳先生、谢晔根先生和张国强先生回避表决。 

本议案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但因本议案非关联董事表决人数未达到本

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 3 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融捷投资及张长虹女士应在股东大

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关于本次出售资产的关联交易的更详细信息请查阅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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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出售资产的

关联交易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

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

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和《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3、审议了《关于补选董事的议案》 

公司原董事张加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职务，同

时辞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

司任何职务。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需补选一名董事。关于董事辞职的

详细信息请查阅 2018 年 11 月 20 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8-048）。 

董事会审议了张顺祥先生作为董事候选人的提名。张顺祥先生现担任公司控

股股东融捷投资的副总裁职务，过去十二个月内曾任公司副总裁，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0.1.3 条、10.1.5 条和 10.1.6 条的有关规定，张顺祥先

生为公司关联自然人。本议案关联董事吕向阳先生、谢晔根先生和张国强先生回

避表决。 

董事候选人张顺祥先生曾于 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8 日任公司

副总裁。在此期间，一直尽职尽责，为公司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次补选董

事，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张顺祥先生曾担任过公司副总裁，

对公司业务规划和发展运营、内部治理及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情况比较熟悉，是合

适的人选。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取得张顺祥先生的书面接受提名意见，

董事会审议了补选张顺祥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张顺祥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配偶通过深圳艾斯多科技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票 4,300 股，其中 100 股为其离任公司高管后买入。 

本议案在股东大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且本议案非关联董事表决人数未达到本

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 3 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议案直接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控股股东融捷投资及张长虹女士应在股东大

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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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张顺祥先生将同时担任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一致。张顺祥先生的简历见

附件。 

董事补选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

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同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2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公司原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机构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与公司

未能就审计费用达成一致，经协商一致双方同意解除审计关系。考虑公司业务发

展和未来审计需要，董事会同意聘请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的广东正中

珠江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我公司 2018 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管理层，根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并参照有关标准确定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费用。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本议案需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

效。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更详细信息请查阅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2）。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详见同日

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函》和《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5、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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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2018-053）。  

表决结果：5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署的《融捷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经独立董事签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相关

事项的事前认可函》； 

3、经独立董事签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融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1 月 29 日  

 

 

 

 

 

 

 

 

 

 

 

 

 

 

 

附件：张顺祥先生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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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顺祥（ZHANG SHUNXIANG），1968 年 1 月出生，加拿大国籍，本科学

历。1990 年毕业于南京大学，2014 年 9 月至 2016 年 11 月就读于深圳清华大学

研究生院《资本经营（投融资与集团管控）高级研修班》。1990 年至 1994 年任

职于江苏江环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职务；1994 年至 1997 年任职于南京

洛普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片区总经理职务；1997 年至 2003 年任职于华为技术有

限公司模块电源事业部 （后更名为艾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担任助理总经

理职务；2003 年至 2008 年任职于 Cinnabon ，担任理事职务；2008 年至 2010

年任职于深圳市和宏实业有限公司 D&S 厂家配套事业部，担任总经理职务；2010

年至 2013 年任职于 Insno(Nokia 全球服务系统），担任 CEO 职务；2013 年至 2017

年 4 月任职于融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2017 年 4 月至 2017

年 12 月任职于公司，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2017 年 12 月至今任职于融捷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职务。 

张顺祥先生有逾 20 多年实业、金融、投资领域行业经验。具有国有企业、

外资企业、民营企业从事高科技企业高层管理的长期工作经验。在对外合作、科

学技术研究、企业战略、高层管理、市场和销售、行政、人事、采购、生产、品

质控制等方面有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功底。 

张顺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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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在公司控股股东融捷投资担

任副总裁外，张顺祥先生与公司持股 5%以上的其他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其配偶通过深圳

艾斯多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票合计 4,300 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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