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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Join-Share Financing Guarantee Investment Co., Ltd.*
廣東中盈盛達融資擔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委員會成員變動、

提名非執行董事

及

建議修訂《董事、監事津貼制度》

茲提述廣東中盈盛達融資擔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

「本集團」）日期為2021年1月5日的公告，內容有關顧李丹女士（「顧女士」）辭任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兼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轄下提名委員會及戰略委員會

（「戰略委員會」）各自成員職務。

董事會謹此宣佈，於顧女士辭任後，非執行董事羅振清先生已獲委任以接任顧女士

作為戰略委員會成員的職務，任期至本公司股東大會委任新董事及董事會委任新董

事為戰略委員會成員之日止。於彼獲委任後，戰略委員會包括吳列進先生（主席）、

張敏明先生、羅振清先生、張德本先生及劉恒先生。

董事會進一步宣佈，於2021年1月7日，下列決議案已獲通過：

1. 提名李深華先生（「李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任期自有關決議案於本公司即將舉

行的股東特別大會（「股東特別大會」）獲通過當日起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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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名趙偉先生（「趙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任期自有關決議案於股東特別大會獲

通過當日起至本屆董事會任期屆滿之日止；及

3. 經考慮本公司的實際情況以及為加強本公司的內務管理，建議修訂本公司《董

事、監事津貼制度》（「《董事、監事津貼制度》」）如下：

現行條款 修訂後條款

第一條為完善廣東中盈盛達擔保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的公司治

理制度，加強和規範本公司董事和監事

津貼的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

法》、公司章程等有關法規，結合本公司

實際，制定本制度。

第一條為完善廣東中盈盛達融資擔

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

司」）的公司治理制度，加強和規範

本公司董事和監事津貼的管理，根

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關法規，結合本公司實

際，制定本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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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款 修訂後條款

第五條津貼標準：董事、監事的津貼以

津貼的方式發放。非獨立董事津貼為每

人每年30000元，監事津貼為每人每年

20000元，獨立董事津貼為每人每年

80000元，獨立監事津貼為每人每年

30000元。

第五條津貼標準：董事、監事的津

貼以津貼的方式發放。非獨立董事

津貼為每人每年30000元，監事津

貼為每人每年20000元，獨立董事

津貼為每人每年80000元，獨立監

事津貼為每人每年30000元。

公司股東佛山市金融投資控股有限

公司根據公司章程推薦或提名的董

事候選人或監事候選人獲公司股東

大會選舉通過擔任公司董事或監事

的，不在公司領取董事或監事津

貼。

第十三條本制度由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

過後，從2015年4月1日起執行。

第十三條本制度自公司股東大會審

議通過之日起生效並實施。

上述非執行董事提名及建議修訂《董事、監事津貼制度》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提交本

公司股東（「股東」）審議及批准。李先生及趙先生（倘獲委任）可分別與本公司訂立服

務合約，並根據經修訂《董事、監事津貼制度》（倘獲採納）執行津貼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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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候選人之簡歷詳情載於本公告附錄。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於本公告日期：

(a) 各擬任董事概無於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所界定的本公司任

何股份或相關股份中擁有其他權益；

(b) 擬任董事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高級管理層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

何關係；

(c) 於本公告日期前三年內，擬任董事並無於上市公眾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亦

無於本集團擔任任何職務；及

(d)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概無其他有關擬任董事之

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亦無任何其他有關相關事宜的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予以披露。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及有關擬任董事以及建議修訂《董事、

監事津貼制度》詳情的通函將盡快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廣東中盈盛達融資擔保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吳列進

主席

中國，佛山，2021年1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吳列進先生（主席）；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張敏明

先生、羅振清先生及張德本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向能先生、梁漢文

先生及劉恒先生。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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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非執行董事

李深華先生，64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擁有逾30年企業管理及經營經驗。

彼於2001年2月創立廣東華興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其為中國的一家玻璃產品製造商）

並擔任該公司的董事長兼行政總裁。目前，李先生亦為中國包裝聯合會副會長、中

國日用玻璃協會執行主席以及中國民營科技實業家協會及中國貿易與投資工作委員

會的常務副理事長。

李先生過往曾經擔任多個政府機構及社會組織職務，包括政協佛山市委員會常委、

政協佛山市南海區委員會副主席、廣東省工商業聯合會（總商會）常委以及佛山市工

商業聯合會（總商會）副主席。

李先生於2017年11月在瑞士VU School of Management取得工商管理博士學位。

李先生於2016年被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縣授予「榮譽市民」。於2007年至2018年

期間，彼已獲得多項榮譽，如「全國關愛員工優秀民營企業家」、「南海區先進民營

企業家」、「佛山‧大城企業家」及「中國日用玻璃行業功勛企業家」。

於本公告日期，李先生分別實益擁有77,720,000股本公司內資股及35,000,000股本

公司H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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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偉先生，43歲，於中國金融行業擁有逾25年經驗。趙先生於2017年7月加入本公

司主要股東佛山市金融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佛山金融」），現時為該公司戰略投資部

副部長，主持全面工作。於加入佛山金融前，趙先生於1995年12月至2004年5月在

中國工商銀行湖南省衡陽分行擔任職員，負責信息管理；於2004年6月至2009年4月

在廣東廣信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擔任項目經理；於2009年5月至2017年1月在中國

南航集團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財務部經理助理；於2017年2月至2017年6月在

佛山市公用事業控股有限公司擔任併購高級顧問。趙先生目前分別擔任佛山市創新

創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及佛山市廣佛通電子收費營運有限公司董事，並自2017年12

月起擔任佛金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趙先生於2001年6月獲得中國湖南大學金融專業本科畢業證書。彼持有中國註冊會

計師全國統一考試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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