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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１３、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５－０４０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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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会秘书付殷芳女士提交的书
面辞职报告，付殷芳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及董事会秘书职务。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付殷芳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付殷芳女士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期间，勤勉尽责，很好的履行了职责，为公司的转型发展做

出了突出贡献。公司对付殷芳女士担任董事、董事会秘书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１３、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５－０４１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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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公司″）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上午９时，在公司办公楼会议
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兆廷先生召集并
主持，会议通知已于２０１５年４月１６日以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７人，实到董
事７人，公司部分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参会人数及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与《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１、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合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的议案》（详见同日披露的《关于与控股

股东共同对外投资的公告》）
为了更好的实现产融结合，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在
天津东疆保税区共同投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中大诚信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
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该商业保理公司注册资本３亿元人民币，其中公司出资７牞
２００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比例为２４％，东旭集团出资２２牞８００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比例为７６％。
此交易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李兆廷、周波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
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保荐机构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该事项发表了无异议的核查意见。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５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
２、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对提名委员会提名的董事会秘书候选人龚昕的任职
资格进行了审查，上述候选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相应任职资格。董事会同意聘任
龚昕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第七届董事会相同。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
３、审议通过了《关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西分行、公司全资子公
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
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终止协议》。同意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桥西分行、公司全资子公司芜湖东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与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徽省分行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原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中的监管保荐机构由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协议其他条
款内容不变。
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７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通过。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

附件：高管简历
龚昕女士，３６岁，大学本科。曾就职于国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分别担任投行部项目经理、董事长助
理、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公司证券部部长、董事会秘书。
龚昕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持有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１０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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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券代码：０００４１３、２００４１３ 证券简称：东旭光电、东旭Ｂ 公告编号：２０１５－０４２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硓控股股东共同对外投资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了更好的实现产融结合，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０日，召开七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合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旭集团″）合作，在天津东疆保税区共同
投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中大诚信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
局核准登记为准）。该商业保理公司注册资本３亿元人民币，公司出资７牞２００万元，占注册股本的
２４％，东旭集团出资２２牞８００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比例为７６％。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此交易事项属于关联交易，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关
联董事李兆廷、周波回避表决。
此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此关联交易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旭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伍拾亿圆整
注册地址：石家庄市高新区珠江大道３６９号
法定代表人：李兆廷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项目投资；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的研发；各类非标设备及零部件产品的生

产及工艺制定；研磨材料机电产品（不含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零部件加工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开发，技术咨询；机电设备（以上不含需前置许可项
目）的安装，工程咨询。
与公司关系：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关联方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资产总额３牞０６５牞９６３．３４万元，负债总额１牞９３７牞７８６．９４万元，净资产１牞１２８牞

１７６．４０万元；营业收入５５９牞１９７．９０万元，净利润９７牞７５８．９６万元；截止２０１５年３月３１日，资产总额３牞
３６６牞６５１．３８万元，负债总额２牞１４５牞４３４．１７万元，净资产１牞２２１牞２１７．２１万元牞，营业收入１３３牞２５１．２７万元，
净利润１５牞９３９．９８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在天津东疆保税区共同投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中大诚信国际

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名称以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记为准）。主要从事以受让应
收账款的方式提供贸易融资；应收账款的收付结算、管理与催收；销售分户（分类）账管理；与本公司
业务相关的非商业性坏账担保；客户资信调查与评估；相关咨询服务。法律法规准予从事的其他业
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与东旭集团有限公司拟签署投资协议，均以现金出资，公司出资７２００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４％，东旭集团出资２２８００万元，占总注册资本的比例为７６％。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及时与东旭集团签署投资协议。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此次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实现了产融结合的有效突破，拓展了

公司的业务范围。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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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到２０１５年３月末，公司与关联方东旭集团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８牞２３６．５４万元（不含
本次交易），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１．２７％（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此次与控股股东东旭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商业保理公司，有利于实现产融

结合，拓展公司的业务范围。关联交易定价客观、公允、合理，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关联董事在议案审议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会议的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我们同意此关联交易事项。
九、西南证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旭光电与东旭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中大诚信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的

需要牞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未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牞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西南证券对东旭光电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１、公司七届三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２、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３、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东旭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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