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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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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七届董事会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２７日下午１４牶３０时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召开了第三十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５年２月１７日以书面方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７人，
实到董事７人，会议由李兆廷董事长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定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明确若公司不能成功竞买郑州旭飞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及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国有股东持有的全部或部分股权，则公司将相应削
减募集资金总额。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李兆廷、牛建林、周波、付殷芳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修订稿）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２０１５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修订稿）》。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包括公司控股股东东旭集团、长江兴利２号定向计划、长江兴

利３号定向计划和昆山开发区国投、英飞海林投资中心在内的不超过１０名（含１０名）特定投资者。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李兆廷、牛建林、周波、付殷芳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３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２０１５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收购标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

报告等报告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收购标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
告、盈利预测报告等报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部分募集资金拟收购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旭新光电″）

１００％股权及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旭飞光电″）１００％股权，公司聘请中兴财光华会计师
事务所牗特殊普通合伙牘、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华″）分别出具了如下报
告：
１、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牗２０１４牘第０５０３３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２、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牗２０１４牘第０５０３４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３、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７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４、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牗２０１５牘第０５００８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５、《关于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的差异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３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６、《关于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的差异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牗２０１５牘第０５００６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７、《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２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８、《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７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９、《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内控鉴证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４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１０、《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内控鉴证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５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１１、《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
会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９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１２、《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犤２０１５犦第１０３７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１３、《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
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犤２０１５犦第１０３８号）；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由于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公司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在进行上述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结果
的合理性的议案》
公司聘请中天华担任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其已就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旭新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犤２０１５犦第１０３７号）和《资产评估报告》
（中天华资评报字犤２０１５犦第１０３８号）。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
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
相关性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发表如下意见：
１、本次评估机构具备独立性。
公司聘请中天华承担本次交易的评估工作，并签署了相关协议，选聘程序合规。中天华作为本次交

易的评估机构，具有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和丰富的业务经
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除因本次聘请外，中天华及其评估人员与公司、交易对方、标的公司无其他
关联关系，具有独立性。
２、本次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
对象的实际情况，未发现与评估假设前提相悖的事实存在，评估假设前提合理。
３、本次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根据标的公司的特性以及评估准则的要求，确定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对标的公司进

行评估，最终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最终评估结论。鉴于本次评估的目
的系确定标的公司于评估基准日的公允价值，为公司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本次评估机构所
选评估方法适当，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
４、本次评估结果具备合理性。
本次评估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评估结果客观、
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状况，本次评估结果具有合理性。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等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
《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
１、《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１０号）；
表决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２、《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１１

号）；
表决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附
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２０１５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修订稿）》第三节）
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拟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和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
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和《石家庄旭新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以确定具体股权转让价格。东旭光电、宝石集团均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李兆廷控制的公司。
此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进行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盈
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公司２０１５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第三
节）
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公司拟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和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

别签署《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与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石家庄
宝石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与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东旭投资、宝石集团
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兆廷控制的公司。
此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进行了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收购旭新光电、旭飞光电股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就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事宜，公司拟收购非关联方持有的旭新光电、旭飞光电的股权。其中，石家
庄市国有资本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旭新光电２６．６８％的股权，石家庄国控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旭新光电１７．８４％的股权，石家庄高新区蓝狐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旭新光电１２．７５％的股权，石家庄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旭新光电４．０６％的股权；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旭飞光
电３０．９１％的股权，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旭飞光电２７．８８％的股权。
鉴于石家庄市国有资本经营有限公司、石家庄国控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高新区蓝狐投
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旭新光电股权及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旭飞光电股权如拟通过产权交易所公开进行转让，股东大会特
授权董事会按照相关产权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参与竞买河南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郑州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石家庄国控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高新区蓝狐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市建设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市国有资本经营有限公司持有的旭新光电、旭飞光电全部股权；其中，旭
新光电、旭飞光电每一元注册资本的竞买价格不超过以北京中天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于２０１５
年２月２７日出具的《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犤２０１５犦第１０３８号）、《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
字犤２０１５犦第１０３７号）所分别确定的旭新光电、旭飞光电每一元注册资本的评估价值的１２０％，具体竞
买价格由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前述价格限制下确定；在竞买成功的情况下，授权董事会签署成交
确认书、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转让合同等相关文件，同时办理与前述收购相关的对价支付、工商变更登
记等其他必要事宜。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项议案为特别表决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２０１５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５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决定于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下午２：３０在公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公司２０１５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及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下
列议案：
１．《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３．《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关于＜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７．《关于与东旭集团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８．《关于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９．《关于与昆山开发区国投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１０．《关于与英飞海林投资中心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１１．《关于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
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及《关于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１２．《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３．《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东旭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宝石集团免于发出要约增持股份的议案》；
１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６．《关于修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７．《关于修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并制定＜东
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议案》；
１８．《关于修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９．《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收购标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报告等报告
的议案》；
２０．《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的
议案》；
２１．《关于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２２．《关于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的议案》；
２３．《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收购旭新光电、旭飞光电股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７票，反对０票，弃权０票。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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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２０１５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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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险提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的部分资金购买旭新光电、旭飞光电相关国有股东持有的标
的资产股权事宜，已在《公司２０１５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中详尽披露，因涉及国有产

权的进场交易程序，尚具有不确定性。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股东大会届次：２０１５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４、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２３号临５院综合会议室
５、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６、会议召开时间：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下午１４牶３０
７、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０日
８、出席对象：
（１）于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０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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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律师。
９、会议召开及审议事项已经公司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修订稿）的议案》；
２．１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２．２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２．３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４限售期；
２．５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２．６发行数量；
２．７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２．８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２．９上市地点；
２．１０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３．《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４．《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５．《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６．《关于＜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７．《关于与东旭集团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８．《关于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９．《关于与昆山开发区国投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１０．《关于与英飞海林投资中心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１１．《关于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
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及《关于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
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１２．《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１３．《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东旭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宝石集团免于发出要约增持股份的议案》；
１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１６．《关于修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７．《关于修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并制定＜东

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的议案》；
１８．《关于修改＜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１９．逐项审议《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收购标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报
告等报告的议案》；
１９．１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牗２０１４牘第０５０３３号）》；
１９．２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牗２０１４牘第０５０３４号）》；
１９．３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７号）》；
１９．４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牗２０１５牘第０５００８号）》；
１９．５ 《关于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的差异情况的专项审核
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３号）；
１９．６ 《关于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报表的差异情况的专项审核报
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牗２０１５牘第０５００６号）；
１９．７《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２号）；
１９．８《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７号）；
１９．９《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内控鉴证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４号）；
１９．１０《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内控鉴证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５号）；
１９．１１《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
审会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０９号）
１９．１２《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犤２０１５犦第１０３７号）；
１９．１３《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天华资评报字犤２０１５犦第１０３８号）。
２０．《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的适用性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的
议案》；
２１．逐项审议《关于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２１．１《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１０号）；
２１．２《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专字（２０１５）第０５０１１

号）
２２．《关于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的议案》；
２３．《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收购旭新光电、旭飞光电股权相关事项的议案》。
上述第１项、第５－１８项议案经公司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２０１５年１

月２８日披露的《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２０１５－００８）》；第２－４项、第１１项、第１９－２３项议案
经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５－０２１）》。
关联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周波，在审议第２－４、６－８、１１－

１２、１４、１９、２２项议案时需回避表决。
议案１－４、议案６－１６、议案１９、议案２２－２３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牗包括股东代理人牘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出席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１、个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进行登记；法人股东凭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代表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本人
身份证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方式登记截止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７日下午
１７：００，请在传真件左上角注明″股东登记″字样。传真登记请发送传真后电话确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２３号临５院１３０１证券部
传真：０１０－６８２９７０１６ 邮编：１０００３６
２、现场登记时间：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７日上午９牶００－１１牶００，下午１３牶００－１７：００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２３号临５院１３０１证券部
电话：０１０－６８２９７０１６ 邮编：１０００３６
联系人：王青飞、孟利利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１．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上午９牶３０－１１牶３０、
下午１３牶００－１５：００，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２）投票代码：３６０４１３；投票简称：东旭投票
（３）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②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总议案１００，１．００元代表议案１，２．００元

代表议案２，以此类推。对于逐项表决的议案，如议案２中有多个需表决的子议案，２．００元代表对议
案２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２．０１元代表议案２中子议案２．１，２．０２元代表议案２中子议案２．２，依此
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
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具体情况如下表：

③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１股代表同意，２股代表反对，３股代表弃权；
④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在股东对同一议案出现总议案与分议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分议
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分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它未表决的议案以
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分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
准。
⑥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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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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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ｈｔｔｐ牶／／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

服务密码。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
码。该服务密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５分钟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
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
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ｈｔｔｐ牶／／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的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
（３）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７日１５牶００至２０１５年３月
１８日１５牶００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
七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决议、七届三十一次董事会决议。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２０１５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对以下议案代为行使表决权。
表决指示如下：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被委托人签名：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委托人应在授权书相应的方框内划″√″

表决意向  

序号  议       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议案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修订稿 的议案  

      

2.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2.4 

限售期  

  

    

2.5 

定价基准日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2.6 

发行数量  

  

    

2.7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2.8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利润的安排  

  

    

2.9 

上市地点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决议的有效期  

  

    

议案

3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 修订稿 的议案  

  

    

议案

4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 修

订稿 的议案  

  

    

议案

5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议案

6 

关于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草案

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及其摘要的议案  

  

    

议案

7 

关于与东旭集团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

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

8 

关于与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

9 

关于与昆山开发区国投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

10 

关于与英飞海林投资中心签署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附条件生效

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议案

11 

关于与东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的议案及关于与东

旭光电投资有限公司 石家庄宝石电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分别

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议案

1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议案

1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

宜的议案  

  

    

议案

1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同意东旭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宝石集团免

于发出要约增持股份的议案  

  

    

 

议案

15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

的议案  

  

    

议案

16 

关于修改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议案  

  

    

议案

17 

关于修改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并制定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

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2017 年 的议案  

  

    

议案

18 

关于修改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

议案  

  

    

议案

19 

关于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收购标的相关审计报告 评

估报告 盈利预测报告等报告的议案  

  

    

19.1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4)第 05033 号  

  

    

19.2 

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4)第 05034 号  

  

    

19.3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5 第 05007 号  

  

    

19.4 

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5)第 05008 号  

  

    

19.5 

关于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

务报 表的 差异 情 况的专 项 审核报 告 中 兴财 光 华审专 字

2015 第 05003 号  

  

    

19.6 

关于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原始财务报表与申报财务

报表的差异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2015)

第 05006 号  

  

    

19.7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 中兴财光华

审专字 2015 第 05002 号  

  

    

19.8 

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

专字 2015 第 05007 号  

 

  

19.9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内控鉴证报告 中兴财光华

审专字 2015 第 05004 号  

 

  

19.10 

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内控鉴证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

专字 2015 第 05005 号  

 

  

19.11 

郑州旭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石家庄旭新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备考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 2015 第 05009 号  

 

  

19.12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石家庄旭新

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中天华

资评报字 [2015]第 1037 号  

 

  

19.13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股权所涉及郑州旭飞光

电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中天华资

评报字 [2015]第 1038 号  

 

  

议案

20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评估方法的

适用性及评估结果的合理性的议案  

  

    

议案

21 

关于公司备考审计报告 备考合并盈利预测报告等的议案  

  

    

21.1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 中兴财光华审

会字 2015 第 05010 号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100 总议案  100.00 

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1.00 

议案 2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修订稿 的议案  2.00 

2.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2.01 

2.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2.02 

 

 

 

议案 3 

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预案 修订稿 的议案  

3.00 

 

 

 

议案 23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收购旭新光电 旭飞光电股权相关

事项的议案  

2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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