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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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0年5月19日下午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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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上午9:15至2020年5月19日下

午15:00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渝北区江北国际机场航安路30号华夏航空新办公楼524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华夏航空第二届董事会

（四）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五）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胡晓军先生主持召开。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表共计12人，代表股份411,769,64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8.5393％。

（1）现场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5人，代表股份396,756,230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040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7人，代表股份15,013,418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99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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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情况：出席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共计8人，代表股份15,207,41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5313％。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三）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刘久歌、康娅忱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5,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203,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5,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203,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3、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5,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203,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5,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203,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5,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203,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33,4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2％；反对36,2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171,2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20％；反对36,2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27,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7％；反对42,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164,9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05％；反对42,5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说明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59,5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75％；反对10,1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197,3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36％；反对10,1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9、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5,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203,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65,8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203,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50％；反对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11,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8％；反对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148,9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3％；反对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11,711,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8％；反对3,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5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5,148,9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3％；反对3,80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弃权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97％。

五、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刘久歌、康娅忱

（二）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

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夏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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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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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沙咀路8号绿景红树湾壹号A座16层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会

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5,975,7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951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

事长陈立志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570,829 97.2971 3,338,901 2.6504 66,000 0.0525

2.�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570,829 97.2971 3,338,901 2.6504 66,000 0.0525

3.�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40,606 97.1938 3,469,124 2.7538 66,000 0.0524

4.�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570,829 97.2971 3,327,901 2.6417 77,000 0.0612

5.�议案名称：《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341,306 97.1149 3,568,424 2.8326 66,000 0.0525

6.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审批公司及子公司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向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新增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502,606 97.2430 3,407,124 2.7045 66,000 0.0525

7.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负责审批公司及子公司自2019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

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融资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49,506 97.2008 3,460,224 2.7467 66,000 0.052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决定公司短期融资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502,606 97.2430 3,396,124 2.6958 77,000 0.0612

9.�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经费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501,106 97.2418 3,408,624 2.7057 66,000 0.052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06,529 97.3255 3,303,201 2.6220 66,000 0.052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06,529 97.3255 3,303,201 2.6220 66,000 0.0525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吉林银行长春东盛支行申请办理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06,529 97.3255 3,292,201 2.6133 77,000 0.0612

1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申请融资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06,529 97.3255 3,303,201 2.6220 66,000 0.0525

1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青海电子拟向兴业银行西宁分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06,529 97.3255 3,303,201 2.6220 66,000 0.0525

1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子公司青海诺德拟向青海银行城东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06,529 97.3255 3,303,201 2.6220 66,000 0.0525

1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上辐拟向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

信并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06,529 97.3255 3,369,201 2.6745 0 0.0000

1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百嘉达拟向吉林银行东盛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76,306 97.2221 3,499,424 2.7779 0 0.0000

1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百嘉达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76,306 97.2221 3,499,424 2.7779 0 0.0000

1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百嘉达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银行综

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476,306 97.2221 3,499,424 2.7779 0 0.0000

2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联鑫拟向光大银行昆山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06,529 97.3255 3,358,201 2.6657 11,000 0.0088

2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联鑫拟向江苏银行昆山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62,129 97.3696 3,313,601 2.6304 0 0.0000

2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向澳门华人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06,529 97.3255 3,303,201 2.6220 66,000 0.052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负责审批公司及

子公司自2019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日起至2020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止向银行及

非银行金融机构办理新增

融资事项的议案》

49,174,

832

93.4031 3,407,124 6.4715 66,000 0.1254

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负责审批公司及

子公司自2019年度股东大

会召开日起至2020年度股

东大会召开日止融资担保

事项的议案》

49,121,

732

93.3022 3,460,224 6.5723 66,000 0.1255

8

《关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经

营层决定公司短期融资事

项的议案》

49,174,

832

93.4031 3,396,124 6.4506 77,000 0.1463

10

《关于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

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49,278,

755

93.6005 3,303,201 6.2741 66,000 0.1254

13

《关于公司子公司青海电子

拟向广西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申请融资并由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49,278,

755

93.6005 3,303,201 6.2741 66,000 0.1254

14

《关于公司子公司青海电子

拟向兴业银行西宁分行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49,278,

755

93.6005 3,303,201 6.2741 66,000 0.1254

15

《关于公司子公司青海诺德

拟向青海银行城东支行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49,278,

755

93.6005 3,303,201 6.2741 66,000 0.1254

16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州

上辐拟向湖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开发区支行申请银

行综合授信并由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49,278,

755

93.6005 3,369,201 6.3995 0 0.0000

17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

百嘉达拟向吉林银行东盛

支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

由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9,148,

532

93.3531 3,499,424 6.6469 0 0.0000

18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

百嘉达拟向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49,148,

532

93.3531 3,499,424 6.6469 0 0.0000

19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

百嘉达拟向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49,148,

532

93.3531 3,499,424 6.6469 0 0.0000

20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

联鑫拟向光大银行昆山支

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9,278,

755

93.6005 3,358,201 6.3785 11,000 0.0210

21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

联鑫拟向江苏银行昆山支

行申请银行综合授信并由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49,334,

355

93.7061 3,313,601 6.2939 0 0.0000

22

《关于公司拟向澳门华人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银行

综合授信的议案》

49,278,

755

93.6005 3,303,201 6.2741 66,000 0.12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6、7、8、10、13-22特别决议，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仙冬、 湛蔼琳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110

证券简称：诺德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0-042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度

报告问询函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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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9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下发的《关于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29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 ），具体内容如下：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

式准则第2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 经对你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7.1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公司行业和经营情况

1.关于业绩持续下滑。 公司主要从事锂电铜箔业务，2019年实现扣非后净利润-1.34亿元，2017年—2019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25.38亿元、23.21亿元、21.5亿元，扣非后净利润分别为1.57亿元、0.59亿元、-1.34亿元，铜箔

产品毛利率分别为26.82%、21.83%、21.98%，业绩呈逐年下降趋势。 同时，公司在年报中表示，随着新能源汽

车及锂电池产业的蓬勃发展，锂电铜箔行业迎来迅速发展。 请公司补充说明：（1）结合近年行业发展现状、竞

争格局、主要产品下游应用与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补充说明公司相关财务指标下滑的具体原因，是否与行业

趋势相一致；（2）后续改善经营业绩情况的相关安排。

2.关于青海电子业绩。 年报显示，公司子公司青海电子2019年实现营业收入21.43亿元，净利润0.51亿元，

同时，公司前期公告显示，青海电子2019年前3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81亿元，净利润0.83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

露：（1）结合青海电子业务开展情况等，分析说明四季度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2）青海电子四季度业

绩亏损的原因。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3.关于贸易业务。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贸易业务收入0.13亿元，同比下滑55.71%，毛利率100%。

同时，因为将贸易业务由全额法改为净额法确认收入，公司对前期已披露定期报告中相关数据进行调整。 请

公司补充说明：（1）贸易业务的主要品种、毛利率为100%的原因及合理性；（2）收入确认方法由总额法调整

为净额法的依据，相关处理对财务报表的影响；（3）相关调整是否属于会计差错更正。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4.关于在建工程进度。 年报显示，公司于2016年启动年产4万吨动力电池用电解铜箔项目建设，当年项目

进度即达到14%，此后，2017年—2019年各年度工程进度分别为18%、27.54%、24.19%，各期利息资本化率分

别为1.6%、3.03%、5.635%，请公司补充说明：（1）结合行业内同类项目的建设进度及公司前期项目立项及可

研报告情况，具体说明项目目前的投建状态及是否符合预期进度，推进缓慢的原因，是否存在建设困难；（2）

利息资本化率逐年增加的原因，相关资本化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5.关于铜箔业务。 公告显示，公司2019年共生产铜箔1.91万吨，公司表示目前是国内动力锂电铜箔行业的

领先企业，是少数能够大批量生产≤6微米极薄铜箔的企业之一。 请公司按照6微米、4.5微米、4微米等各铜箔

产品类型，补充说明各产品类型对应的产量、营业收入、毛利率、主要客户等情况。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二、关于研发投入

公司2017—2019年研发投入分别约为0.74亿元、0.94亿元、0.91亿元，其中，资本化研发投入分别为0.19

亿元、0.47亿元、0.46亿元，研发投入资本化比重分别为25.47%、49.68%、50.65%，呈逐年增加趋势。 请公司结

合研发相关政策补充披露下列事项。

6.关于研发投入资本化。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具体的研发内容，是否有相应的研发成果；（2）结合产品

研发过程及目的，说明研发投入费用化和资本化的区分时点及会计准则依据，近年来研发投入资本化比重增

长的原因；（3） 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开发支出的资本化政策等， 说明公司资本化率是否与同行业公司相一

致。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7.关于铜箔研发项目。 年报显示，公司2017年—2019年铜箔研发项目确认为无形资产的金额分别为0.09

亿元、0.04亿元以及0.6亿元，报告期内增长较快。 请公司结合铜箔研发项目的研究内容、进展及成果、公司资

本化政策，说明确认为无形资产金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三、关于财务会计信息

8.关于分季度财务数据。 年报显示，公司1-4季度营业收入分别为5.17亿元、5.21亿元、5.87亿元、5.24亿

元，基本维持稳定，但归母净利润分别为0.31亿元、0.12亿元、0.21亿元、-1.86亿元，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分别为-1.13亿元、1.75亿元、0.62亿元、2.04亿元，波动较大。 请公司补充说明：（1）在营业收入基

本稳定的情况下，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波动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所属行业特点、生产经营

情况、主要采购及销售政策等情况，分析说明营业收入、净利润与经营性现金流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及合

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9.关于预付款项。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1.63亿元，同比增长940.86%。 请公司补充说明：

（1）结合所涉及的业务和产品、款项具体内容，分析说明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2）补充披露余额前五

名预付账款的供应商名称、形成原因、是否涉及关联方。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0.关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末应收账款账面余额7.56亿元，其中按单项计提坏账

准备的应收账款账面余额0.73亿元，全部计提坏账准备。 请公司结合信用政策、应收账款区分标准、计提依据

等，分项列示报告期内各划分为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划分原因、对应交易背景、发生减值迹象的

具体时点以及坏账准备金额的计提依据和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1.关于长期应收款坏账损失。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对长期应收款计提资产减值损失0.99亿元。 请公

司补充说明：（1）相关长期应收款对应的交易背景、金额、结算方式、交易对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以及

账龄等；（2）报告期内一次性计提大额坏账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2.关于销售费用。 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发生销售费用0.57亿元，同比增长24.45%，其中，薪酬0.11亿

元，同比增长约48%，而公司销售人员从68人增加为70人，请公司补充披露销售人员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薪酬

支出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四、其他

13.关于出售诺德租赁。 公司于2019年12月将持有诺德租赁25%股份转让予诚志香港，交易作价约2.52亿

元，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尚未收到股权转让款，也未完成工商变更，公司认为，结合以往处置惯例，该出

售极有可能发生，将诺德租赁整体划分为持有待售资产组。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诚志香港未按时支付股权

转让价款的原因，截至目前的交易进展；（2）结合交易对方履约能力、支付进度安排等，分析说明公司判定本

次出售极有可能发生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

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20年5月26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

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目前，公司正在按照《问询函》要求积极展开工作，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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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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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745,8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5.93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为民先生

主持，会议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1、 董事会秘书由董事长何为民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2、议案名称：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3、议案名称：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4、议案名称：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5、议案名称：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2019年度报酬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提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583,208 99.8433 162,600 0.156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2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3 2019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4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5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6

关于2019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

报告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并

支付其2019年度报酬的提

案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8

关于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及预计2020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的提案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9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提案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10

关于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

提案

37,800,000 99.5717 162,600 0.428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该议案经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曾涛、李佳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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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聘任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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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0年5月19�日召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

查， 董事会同意聘任洪恩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从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为

止。

截至目前,洪恩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

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洪恩杰先生参加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2002年第二十一期董事会秘书资格培训班,并已

通过了相关资格考试。 本次聘任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洪恩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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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洪恩杰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洪恩杰先生个人简历如下:

洪恩杰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0年3月出生，中专学历。 曾任通化葡萄酒总公司财务科

会计、销售业务科科长，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洪恩杰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通讯地址：通化市前兴路28号

联系电话:0435-3949249

传真电话:0435-3949616

电子邮箱:hongenjie@126.com

特此公告。

通化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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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也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5和议案7属特别决议事项，已经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0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2020年5月19日。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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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9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5月19日0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黄龙山南路6号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0年5月13日。

6、主持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张燕女士。

7、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36,398,60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67.9634%。 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共计22名，代表公司股份

9,140,790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9762%。 具体如下：

1、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628,000,269股，占公司股份

总额的67.066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398,332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0.8969%。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

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做出表决：

1、审议通过《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36,398,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212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36,379,1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9%；反对19,412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3、审议通过《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636,398,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212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636,398,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212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2019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636,398,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212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9,140,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77%；反对股份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股份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经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以现有总股本936,384,04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2元人民币现金（含

税），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7股，不送红股，公司剩余未分配利润将全部结转至下一年度。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6,158,1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22%；反对240,412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8,900,3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7.3699%；反对股份240,4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301%；弃权股份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股东大会同意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6,398,38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212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审议通过。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股份9,140,5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977%；反对股份2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3%；弃权股份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8、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时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一表决，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1）以同意票636,143,489股选举黄立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99%。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8,885,67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2091%。

黄立先生成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以同意票636,081,485股选举张燕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02%。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8,823,6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5308%。

张燕女士成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以同意票636,081,485股选举黄晟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502%。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8,823,6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6.5308%。

黄晟先生成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以同意票636,143,485股选举王福元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599%。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8,885,67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2090%。

王福元先生成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时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一表决，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1）以同意票636,392,601股选举文灏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991%。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9,134,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344%。

文灏先生成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以同意票636,196,919股选举张慧德女士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683%。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8,939,10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7.7936%。

张慧德女士成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以同意票636,299,601股选举郭东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99.9844%。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9,041,7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9169%。

郭东先生成功当选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审议时对监事候选人进行逐一表决，采取累积投票制，表决情况如下：

（1） 以同意票636,232,501股选举孙林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39%。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8,974,69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8.1829%。

孙林先生成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2）以同意票635,162,246股选举高健飞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57%。

其中，持股5%以下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票7,904,4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86.4743%。

高健飞先生成功当选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两位股东代表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李勋龙先生共同组成第五届监事会， 任期

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四、独立董事述职

独立董事王殊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2020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指派齐剑天律师和郑勇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认为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武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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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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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5日以传真、

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公司董事共7人，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共7

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会议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经认真审议表决形成以下

决议：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黄立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3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

一致同意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如下：

审计委员会：张慧德（主任委员）、文灏、王福元。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根据公司董事长黄立先生的提名，决定聘任张燕女士为公司总经理。

2、根据公司总经理张燕女士的提名，决定聘任苏伟先生为常务副总经理；陈丽玲女士为副总经理兼财务

总监；黄建忠先生为总工程师；赵降龙先生、侯建军先生、柳国普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3、为进一步加强公司规范运作和信息披露管理工作，董事会决定续聘陈丽玲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其

联系方式为：电话027-81298268；传真027-81298289；电子邮箱liling.chen@126.com。

上述高管任期3年，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经审查上述人员简历并了解相关情况，公司独立董事对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四、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一致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续聘张锐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3年， 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其联系方式为： 电话

027-81298268；传真027-81298289；电子邮箱rayel1314@163.com。 其简历附后。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九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1、张燕女士，1981年4月出生，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长江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 2003年起进入武汉高德

光电有限公司工作，2007年9月起任武汉高德红外有限公司（公司前身）市场总监，历任公司副总经理、常务

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张燕女士持有公司 0.07%的股份,持股数为 632,814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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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燕女士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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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燕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2、苏伟先生，1977年10月出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历，武汉大学EMBA，曾任职于湖北电力公

司，2005年进入公司工作，曾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研发中心主任、公司监事，现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苏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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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伟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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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苏伟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3、黄建忠先生，1971年10月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硕士学历，曾任武汉大学讲师。 2002年进入武汉高德

光电有限公司（现高德红外）工作，2005年起任公司总工程师，担任过多个国家级军工产品的总设计师、项目

负责人，先后主持了公司多款产品的设计与开发，其中非制冷焦平面红外热成像仪获科学技术部颁发国家级

火炬计划项目证书，《IR系列非制冷焦平面红外热像仪》 被列为国家重点新产品，《高性能红外成像关键技

术研究及其应用》获湖北省科技技术进步一等奖，《高帧频、大面阵红外成像关键技术及装备》获教育部技

术发明二等奖，《空地DD红外制导光电成像系统》获军队科技进步贰等奖，2017年荣获“湖北省突出贡献中

青年专家” 称号，2018年荣获武汉市劳动模范称号，现任公司总工程师。

黄建忠先生持有公司0.07%的股份,� 持股数为 632,814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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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建忠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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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黄建忠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4、赵降龙先生，1959年10月出生，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大专学历，工程师，经

济师。 曾任职于武汉农业银行，2001年起进入武汉市高德电气有限公司工作，2002年任高德电气财务总监，

2005年起任公司（前身红外有限）副总经理，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赵降龙先生持有公司0.02%的股份,� 持股数为 178,030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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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降龙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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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赵降龙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5、侯建军先生，1974年11月出生，本科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经济法学硕士。 1992年参军

入伍，1997年起在总装备部某局工作，曾任军事代表、参谋、总军事代表、业务处处长等职，2017年7月进入公

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经理。

侯建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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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建军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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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侯建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6、柳国普先生，1975年11月出生，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历，曾任职于武汉中原电子集团有限公

司，2004年进入公司（前身红外有限）工作，历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兼采购部经理、监事会主席。 现任公司副总

经理。

柳国普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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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国普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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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在

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柳国普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7、陈丽玲女士，1978年6月出生，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金融）。 曾任湖北潜江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珠医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568）证券事务主管、证券事务代表，

于2008年加入公司，历任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陈丽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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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丽玲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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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陈丽玲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8、张锐女士，1983年生，本科学历，获法学学士和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曾任任职于广东冠豪高新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433）董事会秘书处、名流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美好集团，证券代码

000667）董事会办公室信息披露主管、监事。 2011年加入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张锐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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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锐女士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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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张锐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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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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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5月15日以电话、

传真、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2020年5月1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监事共3人，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监

事共3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孙林先生（简历详见附件）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

孙林先生，1972年9月出生，毕业于湖北社会科学院，大专学历，中共党员，曾任职于北京武警总队八支队

十四中队、湖北省水产技术推广中心，2004年进入公司（前身红外有限）工作，现担任公司行政部经理、监事

会主席。

孙林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关系。孙林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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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在最高

人民法院网查询，孙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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