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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须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确保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大会顺利召开，特制定股东大会

须知如下，望出席股东大会的全体人员遵守执行： 

一、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侵

犯其他股东权益； 

二、股东大会期间，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利益、

以确保大会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认真履行法定职责； 

三、出席大会的股东依法享有发言权、咨询权、表决权等各

项权利，但需由公司统一安排发言和解答； 

四、任何人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和会议程序；会议期间

请关闭手机或将其调至震动状态。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程安排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2 年 11 月 15 日（星期二）15：

00 开始 

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海洲路 18 号 TCL 大厦

26 层公司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日期：2022 年 11月 15日（星期二）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

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五、股权登记日：2022 年 11月 8 日 

六、参加会议对象： 

1.截至 2022年 11月 8日(星期二)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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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其他人员。 

七、会议议程 

（一）主持人介绍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表及所持

股份数 

（二）审议大会提案并表决 

序号 审议事项 

1 
关于增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 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三）统计并宣读表决结果 

（四）签署相关文件 

（五）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六）宣读法律意见书 

（七）会议结束 

八、联系方式： 

联系人：丁国强、孔祥呈 



                     

 

联系电话：0759-2820938 

指定传真：0759-2820680 

通讯地址：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 313号 

邮政编码：524072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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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增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2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 

2022年，受全球新冠疫情蔓延及俄乌冲突等国际局势影

响，物流运输效率较低，木浆价格快速上涨并维持在高位运

行，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合理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拟

增加公司及下属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具体

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增加与关联公司湛江诚通物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物流”）、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纸业”）、泰格林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泰格林纸”）、湖南茂源林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茂

源林业”）在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期间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关联交易内容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方 交易内容 

2022 年初预

计金额 

（万元） 

本次增加

预计金额

（万元） 

总预计金额 

（万元） 

接受关联

方提供的

劳务 

诚通物流 
接受货物运

输服务 
3,000 500 3,500 

向关联方

购买原材

料 

中国纸业 

购买木浆、

煤炭、化工

原料 

48,500 34,090 8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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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格林纸 

购买木浆、

煤炭、化工

原料 

0 500 500 

茂源林业 购买木浆 0 15,000 15,000 

购买方向合计 51,500 50,090 101,590 

向关联方

销售产

品、商品 

泰格林纸 销售固废 0 1,050 1,050 

销售方向合计 0 1,050 1,050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介绍 

上述交易对方中国纸业、泰格林纸及茂源林业均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通集

团”）下属企业。诚通物流曾为诚通集团下属企业，同时诚通

集团为诚通物流现实际控制人中国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并列第

一大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

的规定，诚通物流、中国纸业、泰格林纸及茂源林业为本公司

的关联法人。因此，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

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法定 

代表人 
主营业务 住所 

中国

纸业 
503,300 黄欣 

林浆纸生产、开发及利用；重要工业品

生产资料的投资开发；金属材料、建筑

材料、木材、水泥、化轻原料（危险化

学品除外）及其制品、服装、纸张、橡

胶、轮胎、机电产品、电线、电缆、汽

车、苜蓿草、饲料、饲料添加剂的销

北京市西

城区南礼

士路二条

2号院 1

号楼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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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进出口贸易；与物资开发有关的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煤炭、焦炭批发、

零售；市场营销策划；销售食品。（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销售食品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泰格

林纸 
408,394 叶蒙 

纸浆、机制纸及纸板制造；造纸机械制造、

安装及技术开发、服务；林化产品的研究

开发、生产、销售；五金、交电、化工原

料及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日用杂

品销售；经营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煤炭销售；石油及制品、

其他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

品）批发; 金属材料、木材、废纸、废钢

铁、矿石、机器设备、机电产品、水泥、

橡胶、电线、电缆销售;农产品的加工与销

售;饲料及原料的销售;粮油销售;港口装

卸及物资中转服务（不含运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中国（湖

南）自由

贸易试验

区岳阳片

区长江大

道西新港

港口多式

联运物流

园 002 号 

诚通

物流 
10,000 吕永冲 

一般项目：国内船舶代理；运输货物打包

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道路货物运输

站经营；国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国际

货物运输代理；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停车场服务；电子过磅服务；总质量 4.5

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

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包装服务；装卸搬

运；机械设备租赁；低温仓储（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普通货物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

的项目）；园区管理服务；仓储设备租赁服

务；集装箱销售；集装箱租赁服务；国际

船舶代理；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

金属）；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

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再生资源销

湛江经济

技术开发

区东简街

道先锋路

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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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再生资源加工；智能仓储装备销售；

物业管理；住房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

护（不含特种设备）；城市绿化管理；特种

设备出租。（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

危险货物运输；水路普通货物运输；公共

铁路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茂源

林业 
47,148 吴登峰 

许可项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建设工程

施工；动物无害化处理；食品销售。（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森

林经营和管护；林业产品销售；土地整治

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城市绿

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林业有害生

物防治服务；土石方工程施工；树木种植

经营；肥料销售；农产品的生产、销售、

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建筑

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道路货物运输

站经营；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农业

专业及辅助性活动；环保咨询服务；森林

固碳服务；规划设计管理；智能农业管理；

中草药种植；地产中草药(不含中药饮片）

购销；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

品）；纸浆销售；水生植物种植；草种植；

畜牧渔业饲料销售；货物进出口；再生资

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

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煤炭

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中国（湖

南）自由

贸易试验

区岳阳片

区长江大

道西新港

多式联运

物流园

006号 

2.关联方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名称 2021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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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中国纸业 3,497,456 1,418,177 2,341,809 40,073 

泰格林纸 2,264,383 694,430 1,008,602 35,117 

诚通物流 28,152 10,194 9,327 122 

茂源林业 401,208 101,557 63,010 259 

备注：关联方数据为其合并财务数据。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企业法人，根据各

关联交易对象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及历史交易情况分

析，上述关联方生产经营情况良好，具备交易必要的履约能

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关联交易的价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自愿、平等互

利的原则，按照市场定价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四、交易的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预计增加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正常开展

生产经营业务所需，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上述各关联方的关

联交易均为市场化的正常业务往来，建立在公平、互利的基

础上；交易双方按照相关协议执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利益

的情形，也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该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八

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谢先龙、李飞、

张虹、刘岩、王义福，关联监事周雄华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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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书面审核意见。

以上议案关联股东中国纸业投资有限公司、佛山华新发展有

限公司须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同意把该项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于董事会上对该项关联交易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对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增加，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有

利于降低采购成本，有利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

的正常开展；以上交易的价格客观公允，交易的关联方未对

拟实施的交易进行干预，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以上交易

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

益。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谢先龙、李飞、张

虹、刘岩、王义福均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同意对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进行

增加，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请各位股东审议。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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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利安

达”）在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内控审计过程中，坚持遵照独

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勤勉尽责，较好地履行了所规

定的责任和义务，完成了公司审计工作，对规范公司财务运

作、内部控制起到积极作用。 

为保持公司财务和内控审计工作的连续性，拟续聘利安

达为公司 2022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相关审计费用授

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审计工作量及相关市场价格与审计

机构协商确定，并授权公司财务负责人与利安达签订相关协

议。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请各位股东审议。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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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一、公司经营范围拟调整情况 

为满足公司科技创新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拟对经营范

围进行调整，增加“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膜材料制造、销

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销售”等内容，并根据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企业经营范围登记规范化工作的

要求，对经营范围的表述统一按照《经营范围登记规范表述

目录（试行）》进行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修订前内容 修订后内容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本企业

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生产所需原

辅材料等商品及技术的进口；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按[2000]粤外经贸

登字第 002号文经营)；生产、销售热

敏传真纸及其原纸、无碳复写纸及其

原纸、微胶囊、电脑打印纸、商业表格

纸，科学仪器记录纸、小卷传真纸、感

应纸、彩色喷墨打印纸、特种防伪纸及

从事商业表格印刷业务；研发、生产、

销售：不干胶材料、离型纸及其综合应

用服务；加工纸制造、销售；非食用淀

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及销售；销售：化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膜材

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

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技术进出

口；货物进出口；纸制品制造；纸制品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

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热

力生产和供应；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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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原料（除危险化学品）、油页岩矿、

粘土及其他土砂石；生产、销售蒸汽。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尚需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与备案，最终以

核准结果为准。 

二、《公司章程》拟修订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 1月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要求，结合公司经营实际，公司拟对《公

司章程》进行如下修订： 

原条文： 

“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生产所需原辅材料等商品及技术的进口；进料加

工和“三来一补”(按[2000]粤外经贸登字第 002号文经营)。

生产、销售热敏传真纸及其原纸、无碳复写纸及其原纸、微

胶囊、电脑打印纸、商业表格纸，科学仪器记录纸、小卷传

真纸、感应纸、彩色喷墨打印纸、特种防伪纸等特种纸及从

事商业表格印刷业务。研发、生产、销售不干胶材料、离型

纸及综合应用服务；加工纸制造、销售；化工原料（不含危

险品）销售；非食用淀粉及淀粉制品的制造及销售；油页岩

销售；粘土及其他土砂石销售；生产、销售蒸汽。” 

修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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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公司经营范围是：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

材料销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高性能纤维及复合

材料销售；塑料制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纸制

品制造；纸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热力生产和供应；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原条文： 

“第十八条 公司发起人股东为：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实业有限公司、香港浩正

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广州润华置业

有限公司。” 

修订后: 

“第十八条 公司的发起人、认购的股份数、持股比例

和出资方式如下表所述： 

发起人名称 

认购股份数

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出资方式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4,100 41 净资产折股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新亚

实业有限公司 
3,900 39 净资产折股 

香港浩正集团有限公司 1,000 10 净资产折股 

广东粤财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 
500 5 净资产折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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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润华置业有限公司 500 5 净资产折股 

合计 10,000 100  

全体发起人均以其在湛江冠豪纸业有限公司的权益对

应的经审计后的净资产作为出资，并在 1999 年 7 月 21 日出

资完毕。” 

请各位股东审议。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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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经公司股东广东粤财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推荐，公司监事会提名王雷先生为公司第八届

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请各位股东审议。 

附件：王雷先生简历 

 

 

 

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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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王雷先生简历 

王雷先生，1971年 11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

经济师。曾任广东粤财信托投资公司办公室、人事部职员；

广东粤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办公室经理、高级

经理；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高级经理、监事。王雷先

生的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公司章程》等规定。截至目前，王雷先生未持有公司股

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