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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情况。

二、 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22号国兴大厦5层公司会议室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现场会议召开人：公司董事长傅乐民先生

4、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2017年4月27日下午15:30

（2）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

27日9:30-11:30和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6

日15:00至2017年4月27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30人，代表股份74,576,322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8.9177%。 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出席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5人，代表股份73,900,10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28.6555%；

2、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676,219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2622%。

3、通过现场和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共26人，代表股份947,55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3674%。（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 审议通过《2016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4,568,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40,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8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5％。

(二) 审议通过《2016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4,568,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40,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8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5％。

(三) 审议通过《2016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4,568,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40,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8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5％。

(四) 审议通过《2016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4,568,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40,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8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5％。

(五) 审议通过《2016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4,576,3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47,5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六) 审议通过《关于非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95,0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0％；反对67,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0％；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6,2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200％；反对6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814％；弃权14,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86％。

(七) 审议通过《关于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95,0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0％；反对67,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00％；弃权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0％。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6,2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200％；反对67,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0814％；弃权14,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4986％。

(八)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91,5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3％；反对76,

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27％；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10％。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2,7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0506％；反对76,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840％；弃权8,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654％。

(九)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17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568,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40,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8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5％。

(十)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495,7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19％；反对73,

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7,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1/2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66,9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1.4939％；反对7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7146％；弃权7,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5％。

(十一)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4,568,82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99％；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5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01％。

同意股占比超过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940,0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2085％；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7,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915％。

(十二)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表决分别进行，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1、选举第六届董事会6名非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傅乐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4,676,25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134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47,485股。

表决结果：当选。

（2） 选举许建国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4,251,9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6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214股。

表决结果：当选。

（3） 选举彭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4,252,0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6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245股。

表决结果：当选。

（4） 选举张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4,252,04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6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276股。

表决结果：当选。

（5） 选举刘宁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4,252,07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6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307股。

表决结果：当选。

（6） 选举张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4,252,1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6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3,338股。

表决结果：当选。

（2）选举第六届董事会3名独立董事，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刘剑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4,275,85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97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47,083股。

表决结果：当选。

（2） 选举晏小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4,455,88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838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7,114股。

表决结果：当选。

（3） 选举熊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74,250,6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63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21,845股。

表决结果：当选。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十三)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表决结果如下：

（1） 选举韩生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74,399,14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62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70,373股。

表决结果：当选。

（2） 选举邹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74,243,66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55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614,894股。

表决结果：当选。

以上两名监事韩生余先生、邹斌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段

建明先生共同组成第六届监事会。 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后，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

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

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

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一)�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002148

证券简称：北纬通信 编号：

2017-028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7年4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17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出席会议董事应到9人，实到9人。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

选举傅乐民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二、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选举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如下，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1）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熊辉 委员：傅乐民、刘剑锋

（2）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刘剑锋 委员：彭伟、晏小平

（3）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晏小平 委员：傅乐民、熊辉

三、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及

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1）聘任傅乐民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止。

（2）聘任张军、刘宁、张齐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3）聘任张文涛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4）聘任黄潇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5）聘任冯晶晶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6）聘任练红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止。

以上人员简历及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见本公告附件。

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刊登于2017年4月28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附件：

相关人员简历

傅乐民，男，1963年出生，1985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计算机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科

学院计算与技术研究所， 获工学硕士学位。 1988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希望电脑公司任工程

师、无线通信部经理；1997年至今于本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为本公司主要创始人。 现任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截止目前，傅乐民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傅乐民目前持有公司股份54,369,811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21.08%。 傅乐民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张军，男，1961年出生，毕业于空军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通信导航工程专业。 1984年至

1993年任空军电讯工程学院卫星导航教研室任副主任、讲师；1993年至2000年任空军无线

电管理委员会任工程师；1997年至2002年先后担任空军华英寻呼网副总经理、北京华英台

总经理；2000年至2003年1月任空军通信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 2003年2月至

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截止目前，张军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张军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80,000股，其中180,000股为股权激

励限售股。 张军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刘宁，男，1967年出生，清华大学建筑学学士学位。 历任中国航空工程承包开发公司、

北京云翔设计工程公司、北京维拓时代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建筑师。 2010年至今任公司副总

经理，2011年起任公司董事。

截止目前，刘宁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刘宁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80,000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0.07%，均为股权激励限售股。 刘宁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

“失信被执行人” 。

张齐，男，1964年出生，高级工程师。 1983年毕业于南京邮电大学通信工程专业；2005

年获得挪威管理学院和复旦大学颁发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江西省景德镇市邮电局总

工程师、景德镇市电信局副局长、江西省电信公司市场部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公司企业发

展部战略处处长、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政企客户事业部副总经理、中国电信集团天津分公司

副总经理。 2015年6月至今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截止目前，张齐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齐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80,000股，均为股权激励

限售股。 张齐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

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张文涛，男，1978年出生，中国注册会计师，国际内部审计协会（IIA)注册内部审计师。

2001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3年获得中央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历任北京

中经万代工贸有限公司财务经理、中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部门经理、利安达会计

师事务所高级项目经理、北京德法利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5年6月起任公司财务总

监。

截止目前，张文涛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文涛目前持有公司股份60,000股，均为股权激励

限售股。 张文涛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

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

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黄潇，女，1980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 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2002年起就职于公司证券部，2007年至2015年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15

年9月起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止目前，黄潇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潇目前持有公司股份45,000股， 均为股权激励限售

股。 黄潇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

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黄潇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8356661；

传真：010-88356273；

邮箱：hx@bw30.com

冯晶晶，女，1986年出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硕士。 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2011年起就职于公司证券部，2015年9月起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冯晶晶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冯晶晶目前持有公司股份10,000股，均为股权激励

限售股。 冯晶晶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

务代表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5）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

法院网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冯晶晶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88356661

传真：010-88356273

邮箱：fengjj@bw30.com

练红， 女，1965年出生，1988年毕业于解放军信息大学信息系统专业， 获工学学士学

位；2008年获北京邮电大学项目管理工程硕士学位。 1999年加入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截止目前，练红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练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25,000股， 均为股权激励限售

股。 练红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

资格管理办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形；（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

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

站列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2148

证券简称：北纬通信 编号：

2017-029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17年4月20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 会议于2017年4月27日在公司会议室

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

会议选举韩生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北京北纬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附件：

韩生余，男，1963年出生。1987年于中科院职工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毕业。曾在中国科学

院微电子中心担任课题组长，多次参加与负责一些国家级别的课题攻关与实验项目，1997

年加入北纬公司，先后担任技术部经理、移动运营事业部技术副总经理、研发技术中心副总

经理，现任北纬航信事业部总经理。 2007年至今任公司监事，2010年起任监事会主席。

韩生余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无关联关系。 未持有公司股份。 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

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列示的

“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2195

证券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2017-038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2017年4月26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博霞路11号4楼公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7年4月21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应参加审议董事7人，实际参加审议董事7人。 本次董事会

由董事长陈于冰先生召集并主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有

效。

全体董事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以自有资金增资广州二三四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参见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增资广州二三四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7-039）。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195

证券简称：二三四五 公告编号：

2017-039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增资广州二三四五小额贷款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1）广州二三四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贷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目前注册资本

5亿元，其中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络科技子公司” ）持有

85%股权，中颐财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颐股份” ）持有15%股权，详见2016年12月3日、

2017年1月14日、2017年1月20日、2017年1月25日的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2016-088、2017-002、

2017-005、2017-008）。

（2）因小贷公司业务及经营发展的需要，网络科技子公司拟以自有资金42,500万元向小贷公司增

资，中颐股份拟按其持股比例同比例增资7,5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50,000

万元增加至100,000万元，网络科技子公司仍持有85%股权。

2、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已经公司2017年4月26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时董事会

授权董事长组织办理本次增资所涉及的签署相关合同文件以及办理其他全部相关事宜。

3、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风险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在十二个月内对小贷公司的累计投资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但未达到净资产的50%，属于董事会权限，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本次增资事项尚需获得广州市金融工作局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

二、各投资方基本情况

1、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528号14幢3A35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于冰

注册资本：91,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的开发、销售，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企业管理，投

资咨询，市场信息咨询和调查（不得从事社会调查、社会调研、民意调查、民意测验），百货的销售；增值

电信业务（详见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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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中颐财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北路528号14幢2A66室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谢孝平

注册资本：22,0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财务咨询，证券投资咨询，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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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本公告日，中颐财务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与公司及网络科技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出资方式

网络科技子公司与中颐股份以各自的自有资金增资小贷公司， 其中网络科技子公司增资额为42,

500万元，中颐股份增资额为7,500万元，本次增资完成后小贷公司的注册资本将由50,000万元增加至

100,000万元。 其中，网络科技子公司出资额为85,000万元，持股比例为85%；中颐股份出资额为15,

000万元，持股比例为15%。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名称：广州二三四五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J30J1J

住所：广州市越秀区长堤大马路252-256号3层自编A区

法定代表人：代小虎

注册资本：伍亿元整

成立日期：2017年1月18日

营业期限：2017年1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货币金融服务（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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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投资标的的财务情况

截至2017年3月31日，小贷公司总资产503,312,008.22元，负债839,052.93元，净资产502,472,

955.29元，2017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0元，净利润2,472,955.29元（未经审计）。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拟增资小贷公司，是为了进一步扩大公司互联网消费金融业务规模，将公司打造成为“基于互

联网平台的一流综合服务商” ，践行公司“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发展战略。小贷公司将依托公司已有的

海量互联网用户规模优势、推广渠道优势、海量数据及数据分析技术优势、运营经验及融资渠道优势

等，与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金开展合作更深层次合作，充分发挥资本推动业务发展及资源整合的作

用。

本次拟增资小贷公司将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公司“互联网+金融创新” 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增强公司

在互联网消费金融领域的盈利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二）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小贷公司日常经营中可能存在以下一些潜在风险：

1、审批风险

本次拟增资小贷公司事项尚需获得广州市金融工作局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批准，存在审批无法获得

通过的风险；

2、政策风险

小贷行业可能面临法律地位不明确、央行/银监会等政府主管部门的政策变化等问题，从而存在一

定的政策风险；

3、市场风险

因经济形势变化、市场竞争加剧、央行利率水平变化等因素的变化，而导致小贷公司的盈利能力、

坏账率、利率水平受到一定的影响；

4、信用风险

小贷公司可能面临借款人偿还能力不足、恶意违约、信用欺诈等信用风险；

5、经营风险

小贷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会面临资金来源渠道单一、以及由于内部控制及治理机制失效等原因

而造成的经营风险。

公司将充分利用“2345贷款王” 产品中已经积累的经验，通过加强风险控制、内部控制等多种方

式，降低小贷公司经营活动中可能面临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二三四五网络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596

证券简称：海南瑞泽 公告编号：

2017-061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议案的情形。

2、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议案均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7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7年4月26日-2017年4月27日

其中：（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7年4月27日交易日9:

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7年4月26日15:00-2017年4月27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7年4月24日

3．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陈宏哲先生

6．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和《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名， 所持 （代表） 股份数 112,286,5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5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7�名，所持（代表）股份数112,286,5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4.51%。

其中委托出席会议情况：冯活灵先生、领航投资澳洲有限公司－领航新兴市场股指基金（交易所）

委托公司董事会秘书于清池先生代为投票表决；张海林先生委托公司董事陈宏哲先生代为投票表决；张

艺林先生委托公司副总经理常静女士代为投票表决。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0�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0%。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见证律师等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与会股东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截至2016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2,286,568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占

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255,568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0%；反对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17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

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717

证券简称：岭南园林 公告编号：

2017－042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为第一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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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近日，根据聊城东昌湖景观提升及游路系统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公示显示，岭南园林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上述项目的第一中标候选人，项目总投资估算约为

24450.2005万元。 上述项目招标人为聊城江北水城风景名胜区开发建设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招标代理机构为山东正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 具体情况详见如下：

一、工程的主要情况

1、项目名称：聊城东昌湖景观提升及游路系统设计施工总承包

2、项目编号：0677-6F170112-011

3、建设内容及规模：聊城东昌湖环湖人行步道及多功能游览路、东昌湖景观提升（启

动区部分，面积约为：53公顷）两项工程的深化设计、施工设计、工程施工。

4、中标金额：24450.2005万元（具体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5、计划工期：施工总工期，项目招标完成后1个月内中标人完成扩大初步设计方案调

整及施工图设计，并准备施工进场；此后7个月内进行建设并竣工验收。 具体开工日期以开

工令为准。

6、资金来源：财政资金和自筹资金

7、质量标准：设计要求的质量标准，符合国家法规、标准、规范等要求；施工要求的质

量标准，合格。

二、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

详见已公示的《聊城东昌湖景观提升及游路系统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公示》 。

三、对公司业绩影响

1、上述项目符合公司“大生态” 主业的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开拓上述区域生态规划

设计及综合施工业务，扩大公司的市场空间，完善公司生态环境业务的区域布局。 如上述

项目能够顺利中标且及时推进，将提升公司品牌知名度，对公司未来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产

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上述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因为履行上述项目对业主方

形成依赖。

四、风险提示

由于上述项目目前尚处于中标候选人公示期， 在公示期内， 公司仅为第一中标候选

人，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也未进入项目正式合同签订阶段。 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若能确定为最终中标人，还将履行相应的后续程序，公司若

收到上述项目的《中标通知书》，将及时披露项目中标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岭南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002062

证券简称：宏润建设 公告编号：

2017-035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增加提案的情况：2017年4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将与宁波宏嘉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的关联交易议案》， 并提交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4月27日下午14时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龙漕路200弄28号宏润大厦10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赵余夫

6、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5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672,088,536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0.9604%。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数为3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1,7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0002%。

3、合计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672,090,257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60.9606%。

4、其中，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8,867,60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7113%。

5、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出席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1、通过《关于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及相关承诺的议案》。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之房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及相关承诺详见2017年4月12日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同意672,089,036股，反对0股，弃权1,22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866,384股，反对0股，弃权1,22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935%。

2、通过《关于公司与宁波宏嘉建设有限公司发生施工合同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72,089,036股，反对0股，弃权1,22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866,384股，反对0股，弃权1,22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935%。

3、通过《关于续聘2017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72,089,036股，反对0股，弃权1,22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8,866,384股，反对0股，弃权1,22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99.9935%。

4、通过《关于公司将与宁波宏嘉建设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9,942,990股，反对2,146,046股，弃权1,221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680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16,720,338股，反对2,146,046股，弃权1,221股，同意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88.6193%。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有

关规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记录；

2、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宏润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

603669

证券简称：灵康药业 公告编号：

2017-020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灵康药业” 或“公司” ）于2016年7月18日召开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下，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5

亿元（含5亿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投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单项理

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的理财产品。 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滚动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

额度内，自董事会决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上述内容详见

公司于2016年7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57。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灵康” ）与华宝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签订了相关协议，并办理完成相关手续。 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序

号

产品名称 实施单位

金额（万

元）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产品期

限

（天）

起息日 到期日

1

华宝证券聚宝

14号收益凭证

浙江灵康 3,000.00 4.50% 363 2017年4月28日 2018年4月25日

上述理财产品的发行人为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产品类型为本金保障型， 收益构成为固定收益

率，华宝证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主要投向融资融券、股票质押、收益互换等资本中介业务

以及其他创新业务。 公司与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在上述理财产品理财期间，公司将与相关金融机构保

持密切联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全。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理财产品，不会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正常发展，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司过去十二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累

计金额为人民币100,000万元（包含到期赎回滚动使用资金）；已到期且赎回50,000万元；仍持有50,

000万元理财产品未到期（含本次交易）。

五、备查文件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收益凭证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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