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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Machinery & Electric Co., Ltd.*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2722）

委任董事及監事

茲提述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六月八日之通函（「該通
函」），內容有關（其中�括））換屆選舉董事及繼續委任任期超過九年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及換屆選舉監事。除非本公告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條與該通函所界定�具有相同含
義。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公佈，委任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為執行董事，黃勇先
生、魏福生先生、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為非執行董事，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靳
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通過。

委任向虎先生、吳怡女士及黃輝先生為監事已於股東週年大會上獲得通過。根據公司章
程第一百二十五條的規定：「職工代表出任的監事通過職工代表大會、職工大會或其他民
主形式選舉和罷免。」本公司於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召開全體職工大會，選舉張明智
先生及夏華先生出任職工監事，委任張明智先生及夏華先生毋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
批准。

董事會將參考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的董事薪酬標準及股東週年大會通過的監事薪酬標準以
及董事會認為合適的其他條款及條件釐定董事及監事的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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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監事之簡歷：

執行董事

王玉祥先生，54歲，於二零一三年六月十八日出任本公司董事長、執行董事、提名委員
會主席及戰略委員會主席職務。二零一三年四月加入母集團並出任董事長、黨委書記，
於二零一三年八月至今兼任重慶機電控股集團財務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長。王先生擁有
逾三十年的企業和區域經濟管理經驗。王先生於二零零九年六月至二零一三年四月擔任
重慶市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黨委委員（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三年四
月期間兼任重慶市諮詢研究院黨委書記）；於二零零九年三月至二零零九年六月擔任重慶
市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於二零零四年四月至二零零九年三月擔任重
慶市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成員（期間受中組部等三部委委派，於二零零六年三月至十
月在中國南方電網掛職，任市場�銷部副主任）；於二零零零年七月至二零零四年四月擔
任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紀委書記（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至二零零四年四月期間兼任
德陽重工園區黨委書記，並先後掛職於重慶市委企業工作委員會副書記、重慶市國資委
黨委副書記）；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至二零零零年七月歷任中國第二重型機械集團公司重
機分廠團委書記、紀委副科級紀檢員、正科級紀檢員、重機車間黨支部書記、辦公室主
任、副廠長、黨總支書記、廠長；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歷任中國第
二重型機械廠三金工車間工人、團委幹事。王先生為高級經濟師、高級政工師，重慶市
企業聯合會、重慶市企業家協會、重慶市工業經濟聯合會第二屆理事會常務副會長，重
慶市創意產業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成員，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第四屆理事會理事，王先
生於一九八八年九月在四川幹部函授學院黨政專業大專班學習畢業，於一九九五年十二
月在四川省委黨校經濟管理專業函授學習畢業，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在重慶大學工商管
理專業(MBA)學習畢業，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在廈門大學EMBA工商管理專業畢業，獲得
高級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在清華大學重慶企業領軍人物班學習（一年
制）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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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萍女士，53歲，現任本公司總經理。陳女士長期從事企業兼併重組、股權投資、資本
運作等工作，擁有豐富的企業管理工作經驗。於二零零四年二月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任重
慶機電控股（集團）公司副總裁、黨委委員，期間於二零一六年一月至今兼任重慶機電控
股集團信博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於二零一五年五月至今兼任重慶高新創投紅馬資
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於二零零九年七月至二零一四年十月兼任重慶機電控股集團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執行董事（法定代表人）；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至二零零四年二月任重慶
輕紡控股（集團）公司總裁助理兼重慶卓越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經理；於二零零一年三月至
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任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資產�運部經理；於二零零零年八月至二
零零一年三月任重慶輕紡控股（集團）公司資產�運部副經理兼重慶龍華印務有限公司董
事長；於一九八三年十月至二零零零年八月歷任重慶市輕工業局企業管理處副主任科
員、主任科員、助理調研員。陳女士為高級經濟師，於一九八三年八月畢業於�州大學
生物專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於二零零一年七月畢業於重慶工商管理碩士學院工商管
理專業，獲得研究生學歷；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畢業於重慶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高
級管理人員碩士專業，獲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楊泉先生，51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於二零一二年五月至今擔任本公司副總
經理，二零一二年十二月至今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二零一四年七月至今兼任重慶有研
重冶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二零一三年六月至今兼任重慶紅岩方大汽車懸架有限公司董
事，二零一二年四月至今兼任精密技術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董事，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至今
兼任重慶氣體壓縮機廠有限責任公司董事，二零一一年十二月至今兼任重慶盛普物資有
限公司執行董事、總經理。楊先生擁有20餘年的企業管理經驗，於二零零七年八月至二
零一二年五月歷任本公司經�管理部經理、總經理助理，二零零四年三月至二零零七年
八月歷任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公司經濟運行部部長、證券工作領導小組經�管理部部
長，一九八七年七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歷任重慶第二機床廠鑄工車間黨支部書記、「五自
主」改革辦公室副主任、熱板車間書記、副主任、設備處處長、經管廠長、總經濟師等。
楊先生為工程師，於一九八七年七月畢業於四川大學機械製造學院鑄造專業，獲得學士
學位，於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就讀於廈門大學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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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外，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過去三年並無擔任任何其他上市
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亦無獲得其他主要任命及資格。除擔任本公司及本公司多間附屬
公司的董事職務外，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
公司擔任其他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與本公司任何董
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亦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XV部界定之權益。於本公告日期，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並無
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據本集團與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各自訂立的服務協議，

(a) 委任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為執行董事的任期自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固
定為三年，惟須根據公司章程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及

(b) 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的薪酬參考其於本公司的職責以及於本次股東週
年大會上通過的董事薪酬標準釐定。

董事會並不知悉有關委任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為執行董事的任何其他事宜
須提請股東垂注，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須由本公司披露的任何
資料。

非執行董事

黃勇先生，53歲，於一九八四年七月加入母集團，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出任本公司非執
行董事。黃先生於二零零四年�擔任母公司董事、總裁，二零一一年一月�兼任重慶通
用航空產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二零一三年一月�兼任美國恩斯特龍直升機公司董事
長，二零一四年三月�兼任重慶市金通報廢汽車回收處理（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黃先生
擁有逾20年汽車行業經驗，於二零一一年一月至二零一三年五月兼任重慶通用航空產業
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於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四年擔任重慶紅岩汽車有限責任公司副董
事長、總經理；於二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四年先後擔任重慶重型汽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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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經理、董事長；於一九九六年至二零零零年任四川汽車製造廠副廠長；於一九八四年
至一九九六年任職於四川汽車製造廠。黃先生為高級工程師、重慶理工大學碩士研究生
指導教師，於一九八四年畢業於湖南大學，獲得汽車製造專業學士學位，於二零零零年
獲重慶大學工程碩士學位。

魏福生先生，54歲，現任重慶建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魏先生擁有豐
富的政府和企業管理工作經驗，於二零一四年五月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任重慶市國有資產
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於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至二零一四年五月歷任重慶市煤礦安全監
察局副局長、局長、黨組書記；於一九九五年六月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歷任永榮礦務局
生產處處長、副總工程師、副局長、安監局局長；於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九五年六月
歷任永榮礦務局雙河煤礦技術員、副井長、副總工程師、總工程師。魏先生為高級工程
師，於一九八三年七月畢業於重慶大學採礦工程系煤礦開採專業，獲得工學學士學位；
於二零零一年六月畢業於重慶大學研究生院礦業工程專業，獲得工程碩士學位。

鄧勇先生，56歲，現任重慶�富資產經�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財務總監，於二零一三年四
月�加入本公司出任非執行董事職務，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出任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碼：1963.HK）非執行董事，於二零一三年四月�出任重慶川儀自動化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代碼：603100.SH）董事。鄧勇先生擁有逾20餘年的金融行業經驗。於二零零八年
八月至二零一二年四月擔任西南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600369.SH）總裁助理兼計
劃財務部總經理；於二零零四年三月至二零零八年八月擔任重慶�富資產經�管理有限
公司總經理助理、財務部經理；於二零零零年九月至二零零四年三月擔任中國銀河證券
公司臨江路、九龍坡�業部副總經理；於一九九七年六月至二零零零年九月擔任中國信
達信託投資公司重慶證券�業部副總經理（其間於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一九九八年六月借調
在重慶市政府紅籌股工作小組工作）；於一九九二年九月至一九九七年六月擔任重慶市信
託投資公司證券投資部經理；於一九八八年七月至一九九二年九月任中國建設銀行重慶
分行職員。鄧勇先生為工程師，於一九八二年七月畢業於重慶大學應用數學專業，獲得
學士學位；一九八六年九月至一九八八年七月於重慶大學應用數學系計量經濟學專業研
究生畢業。

何小燕女士，53歲，現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重慶分公司風險總監。何女士
擁有豐富的金融行業工作經驗，於二零一五年一月至六月任重慶璧山工銀村鎮銀行董事
長、黨委書記；於二零零七年八月至二零一五年一月歷任中國工商銀行重慶市分行公司
部副總經理、投資銀行部總經理、資產負債管理部總經理；於一九八九年三月至二零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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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八月歷任中國工商銀行重慶南岸區支行副科長、科長、副行長；於一九八零年八月
至一九八九年三月在中國人民銀行重慶南岸區辦事處從事統計分析、信貸工作。何女士
為高級經濟師，於一九八零年七月畢業於四川銀行學校，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畢業於全
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統計專業；一九九八年十二月畢業於重慶市委黨校函授學院財政金
融專業。

除上文所披露�外，黃勇先生、魏福生先生、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過去三年並無擔任
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亦無獲得其他主要任命及資格。除擔任本公司的董
事職務外，黃勇先生、魏福生先生、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
成員公司擔任其他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黃勇先生、魏福生先生、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與
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亦無於本公司股
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界定之權益。於本公告日期，黃勇先生、魏福生先生、
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並無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據本集團與黃勇先生、魏福生先生、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各自訂立的服務協議，

(a) 委任黃勇先生、魏福生先生、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為非執行董事的任期自股東週
年大會日期�固定為三年，惟須根據公司章程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
膺選連任；及

(b) 黃勇先生、魏福生先生、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的薪酬參考其於本公司的職責以及
於本次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董事薪酬標準釐定。

董事會並不知悉有關委任黃勇先生、魏福生先生、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為非執行董事
的任何其他事宜須股東垂注，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須由本公司
披露的任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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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

盧華威先生，52歲，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加入本公司，二零零八年一月�出任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及審核與風險管理委員會主席。盧先生曾於一家國際會計師行擁有逾8年審核
及商業諮詢服務經驗，其中兩年曾於美國工作。二零零四年九月，盧先生為聯交所主板
上市公司遠東生物製藥科技有限公司（股票代號：399.HK）的獨立非執行董事，二零零四
年九月十五日，遠東生物製藥科技有限公司因拖欠銀團貸款而被提出清盤呈請，其後亦
已委任清盤人。盧先生並不涉及銀團貸款的安排，於上述欠款事件發生後方獲委任。盧
先生亦為天福（開曼）控股有限公司（股票代號：6868.HK）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盧先生自二
零一二年七月�擔任重慶醫藥（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盧先生為香�會
計師公會執業會員及美國特許公認會計師公會會員。盧先生於一九八六年畢業於香�中
文大學，獲工商管理學士學位，並於一九九二年畢業於美國新澤西科技學院(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獲理學碩士學位。

任曉常先生，59歲，於二零零七年七月加入本公司，出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薪酬
委員會主席。現任中國汽車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601965.SH）董事長、法
定代表人。任先生擁有逾30年汽車業經驗，自一九八二年一月任職於重慶汽車研究所（現
更名為中國汽車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歷任汽車設計部副主任、副所長、所長、副
董事長、總經理（院長）、董事長、黨委副書記，負責�運管理、戰略規劃、人力資源及
資產管理等工作。任先生現時亦為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的獨立董事，負責有
關董事會事宜。任先生於一九八二年獲得湖南大學工學學士學位，並於二零零四年獲得
武漢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班結業證。任先生為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中國機
械工業科技專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

靳景玉先生，50歲，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加入本公司，二零一二年六月�出任本公司獨立
非執行董事。二零零九年三月至今任重慶工商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金融
學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二零一四年三月至今任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
1963.HK）獨立非執行董事；二零一五年六月至今任重慶金融產品交易所有限責任公司獨
立董事。靳先生於一九九七年五月至今任職於重慶工商大學（二零零三年及以前為重慶商
學院），期間在二零零零年三月至二零零一年三月出任重慶商學院金融投資系副主任；於
二零零零年十一月至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為金融學副教授、教授。靳先生於一九八八年九
月至一九九二年七月於河南大學數學系本科畢業；一九九二年九月至一九九五年七月於

- 7 -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管理科學專業學習獲工學碩士學位；二零零三年三月至二零零七年一
月於西南交通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專業畢業，獲管理學博士學位。一九九七年九月至二
零零二年九月兼任大鵬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融資服務公司業務董事、業務一部總經理；二
零零二年七月至二零零三年六月兼任西南合成製藥股份公司（股票代碼：000788.SZ）董事
及董事會秘書；二零零六年一月至二零一零年三月兼任重慶萬里蓄電池股份有限公司（現
稱：重慶萬里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600847.SH）董事及董事會秘書；二零零
五年六月至二零一零年二月兼任重慶天地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靳先生現是教育部高等
學校金融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中國投資專業建設委員會委員、中國運籌協會
企業運籌分會理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長江上游經濟研究中心兼職研究
員、重慶工商大學職稱評審委員會委員、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重慶工商大學經濟學部
委員。

劉偉先生，51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今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現任重慶大學經濟
與工商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重慶大學工商管理與經濟發展研
究中心副主任，同時兼任重慶再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碼：603601.SH）、重慶科技
創業風險投資引導基金有限公司、重慶科技風險投資有限公司等獨立董事，重慶鋼鐵集
團有限公司、重慶園林綠化建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等外部董事，以及上海中衛創業風
險投資基金的投資決策委員會委員。劉先生於一九九零年七月至今任職於重慶大學，歷
任機械工程系講師、副教授、系主任助理，機械工程學院教授，工業工程研究所副所長
等職。劉先生於一九八四年七月畢業於重慶大學礦山機械專業，獲學士學位；於一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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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七月畢業於重慶大學機械學專業，獲碩士學位；於一九九零年七月畢業於重慶大學
機械設計及理論專業，獲博士學位；於一九九六年九月至一九九七年十月在曼徹斯特科
技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完成了中國證券業協會上市公司獨立董事
培訓。

除上文所披露�外，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過去三年並無擔
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職務，亦無獲得其他主要任命及資格，亦無於本公司股
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界定之權益。除擔任本公司的董事職務外，盧華威先
生、任曉常先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並無於本公司或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擔任其他
職務。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
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於本公告日
期，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並無持有本公司股份。

根據本集團與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各自訂立的服務協議，

(a) 委任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任期自
股東週年大會日期�固定為三年，惟須根據公司章程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
告退及膺選連任；及

(b) 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的薪酬參考其於本公司的職責以
及於本次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董事薪酬標準釐定。

董事會並不知悉有關委任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為獨立非執
行董事的任何其他事宜須股東垂注，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須由
本公司披露的任何資料。

監事

向虎先生，51歲，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會秘書，於二零一二年九月加入本公司，二零
一四年六月�至今擔任本公司執行董事，二零一四年一月�至今兼任本公司董事會秘
書，二零一三年三月至今兼任重慶市北部新區機電小額貸款有限公司董事。向先生擁有
20餘年的政府服務及新聞傳媒經驗，於二零一二年九月至二零一四年一月擔任本公司副
總經理，於二零零四年十一月至二零一二年九月擔任重慶市知識產權局副局長，二零零
三年一月至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擔任現代工人報報社（現更名為重慶時報）社長，一九九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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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五月至二零零三年一月擔任中共重慶南川市委副書記，一九九三年七月至一九九八年
五月擔任新華社重慶新聞發展公司總經理，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一九九三年七月擔任新華
社四川分社記�。向先生於一九八六年七月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法律系，一九九七年六
月畢業於西南政法大學研究生部經濟法學專業，二零零二年七月畢業於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學管理經濟學專業，獲得經濟學碩士學位。

吳怡女士，42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今任本公司獨立監事。現任重慶百事得律師事務
所主任、重慶市律師協會理事、重慶市第四屆政協特邀委員。吳女士於一九九七年八月
至二零零八年四月期間歷任重慶東方聯合律師事務所、重慶中柱律師事務所、北京凱文
律師事務所重慶分所律師。吳女士於一九九三年九月至一九九七年七月在西南政法大學
經濟法系學習畢業，獲學士學位；於二零零三年九月至二零零六年七月在西南政法大學
研究生院學習畢業，獲法學碩士學位；於二零零八年九月至二零零九年七月在北京大學
�豐商學院學習畢業，獲金融學碩士學位。

黃輝先生，45歲，於二零一四年九月至今任本公司獨立監事。重慶工商大學會計學院教
授、碩士生導師、財務管理系主任。黃先生於一九九一年九月至一九九八年七月在河南
省新縣第二高級中學任教，於二零零二年七月至今任職於重慶工商大學會計學院。黃先
生一九九一年專科畢業於洛陽師範學院物理系，一九九六年本科畢業於河南教育學院政
法系，二零零二年碩士畢業於武漢理工大學經管學院，二零零九年博士畢業於華中科技
大學管理學院，二零一零年四月至五月在美國密蘇里大學做訪問學�，二零一一年九月
至二零一二年七月在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做訪問學�，二零一三年博士後出站於財政部財
政科學研究所。

張明智先生，52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出任本公司職工監事。現任本公司之全資附屬
公司重慶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張先生為正高級工程師，擁有30
餘年的機械製造行業工作經驗。張先生於一九八三年八月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歷任重慶
機床廠設計員、銷售處副處長、廠長�銷助理、�銷處處長、�銷副廠長等職務；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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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零五年十二月至今歷任重慶機床（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銷總監、總經理、
董事長、黨委書記等，期間於二零零六年八月至二零一零年二月兼任重慶第二機床廠廠
長、總經理等職務。張先生於一九八三年七月畢業於重慶機器製造學校機械製造專業，
於一九九八年九月至二零零一年六月在重慶市委黨校函授學院經濟管理專業學習，於二
零零三年九月至十二月在清華大學企業領導人員工商管理培訓班學習。

夏華先生，52歲，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出任本公司職工監事。現任本公司之附屬公司重
慶鴿牌電線電纜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夏先生為高級經濟師，擁有30餘年的電力
行業工作經驗，於一九八一年八月至二零零零年八月曆任重慶電機廠車間技術員、車間
副主任、分廠副廠長、辦公室主任、生產調度處處長、副廠長等職；於二零零零年八月
至二零一一年一月歷任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公司辦公室主任、機關黨委書記；於二零一
一年一月至今任重慶鴿牌電線電纜有限公司董事長、黨委書記。夏先生於一九八一年八
月畢業於重慶第二機械製造學校機器製造專業，於二零零六年九月畢業於重慶工商管理
碩士學院工商管理專業MBA。

除上文所披露�外，於本公告日期，向虎先生、吳怡女士、黃輝先生、張明智先生及夏
華先生過去三年並無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的任何董事或監事職務，亦擔任本集團其他
任何職位。此外，其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其
他關係。於本公告日期，其無於本公司股份中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界定之權益。
董事會並不知悉有任何事宜須提請股東垂注，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v)條須予
披露的任何資料。

根據本集團與向虎先生、吳怡女士、黃輝先生、張明智先生及夏華先生各自訂立的服務
協議，

(a) 委任向虎先生、吳怡女士、黃輝先生、張明智先生及夏華先生為監事的任期自股東
週年大會日期�固定為三年，惟須根據公司章程於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
及膺選連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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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向虎先生、吳怡女士、黃輝先生、張明智先生及夏華先生的薪酬參考其於本公司的
職責以及於本次股東週年大會上通過的監事薪酬標準釐定。

董事會並不知悉有關委任向虎先生、吳怡女士、黃輝先生、張明智先生及夏華先生為監
事的任何其他事宜須股東垂注，亦無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h)至13.51(2)(v)條須由本公
司披露的任何資料。

承董事會命
重慶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董事長

王玉祥

中國‧重慶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玉祥先生、陳萍女士及楊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黃勇先
生、魏福生先生、鄧勇先生及何小燕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盧華威先生、任曉常先
生、靳景玉先生及劉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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