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好太太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 一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 议
相关事项发表 的独 立 意见
根据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 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 及 《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丿我们作为广东好太太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 简称″
公司 )的 独立董事 ,本 着独立审慎 、实事求是的原则,在 认真审
议 了会议材料后 丿就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中的以下事项进行了认真 审
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 关于公司 2017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

、盈利情
公司实施的 2017年 度利润分配预案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在行业特点
,严 格按照
况及发展阶段 ,统 筹兼顾 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和对股东的合理回报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 引第 3号 -上 市公司现金分红》
红回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公司章程 》及 《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分
7年 度利润分配 的议
报规划 》 等相关规定 的要求执行 。本次 《关于公司 ⒛⊥
公司及公司股
案》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 存在损害
2017年 度利润
一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我 们 致同意 《关于公司
分配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17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 ,公 司 2017年 度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 用 ,符 合中国

二、

,不 存
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 易所及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
集资金的
在变相改变募集 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不 存在违规使用募
的专项报
情形 。董事会编制的 《关于募集资金 2017年 度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2013年 修订 )》 及相
告》符合 《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际使用情况 ◇
关格式指引的规定,真 实反映了公司 2017年 度募集 资金存放与实
》审议程序符合
本次 《关于募集资金 ⒛ 17年 度存放与实 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别是中小股东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
与实际使用情
利益的情形 。因此 ,我 们一致 同意 《关于募集资金 2017年 度存放

况的专项报告》
三、

关于续聘公司 2018年 度审计机构的独立 意见

经核查 ,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具 有从事证券相关
业 务资格 ,在 担任公司 2017年 度审计机构期 间 ,严 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注
册会计师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能 够恪尽职守 ,遵 循独立、客观 、公正的执
业准则 ,顺 利完成了公司 ⒛17年 度财务报告及 内部控制 的相关审计工作 ,较 好
地履行了聘约所规定的责任与义务 ,未 发现该所及其工作人员有任何有损职业
道德的行为 。本次 《关于续聘公司 2018年 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 因此 ,我 们一致同意 《关于续聘公司 ⒛ 1g年 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
四、

关于公司 20″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倩况及 ⒛1B年 度 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 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 ,我 们认为公司与广东柯洛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是公司 日常经营行为 j是 公司正常业务往
来 ,交 易价格为市场公允价格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不 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未 发现通过上述关联交易转移利益的情
况 。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因此 ,我 们 一致 Fnl意 《关
于公司 ⒛ 17年 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 8年 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
五、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⒛″ 年度薪酬 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认真考核 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17年 度绩效

,

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关联董事 回避 了对此议案及子议案 的表决 。本次 《关于确
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 7年 度薪酬 的议案》审议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公 司确定 的 20⊥ 7年 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年度薪酬是合
一
理的 ,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 ,我 们
致同意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17年 度薪酬 的议案 》。
六、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18年 度薪酬标准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8年 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是参照公司所处的行业、规模
水平 j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的。薪酬制度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及 《公司章

程 》 等规定 ,有 利于调动公司董事及商级管理人员工作积极性 ,有 利于公司长
远发展 。本次 《关于公司童事 、高级管理人员 ⒛ Ls年 度薪酬标准的议案》审议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 司童事 、高级管理人员 ⒛ LB年 度
的薪酬 标准是合理的,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 因此 ,我 们一致同意 《关于公司董事 、商级管理人员 2018年 度薪酬标准
的议案 》。

(以 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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