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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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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泉州市丰海路南威大厦2号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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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0,58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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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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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吴志雄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

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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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2人，董事廖长宝先生、董事宫志松先生、董事杨鹏先生、独

立董事赵小凡先生、独立董事王浩先生、独立董事刘润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陈周明先生、曾文语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吴丽卿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陈平先生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

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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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71,082 99.9963% 9,000 0.0037%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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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71,082 99.9963% 9,000 0.003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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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549,082 99.9871% 31,000 0.0129%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吴志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0,548,990 99.9871% 是

4.02

关于选举徐春梅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0,548,990 99.9871% 是

4.03

关于选举林立成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0,548,990 99.9871% 是

4.04

关于选举宫志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40,548,990 99.9871% 是

4.05

关于选举杨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的议案

240,548,990 99.9871% 是

5、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选举王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40,548,988 99.9871% 是

5.02

关于选举崔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的议案

240,548,988 99.9871% 是

5.03

关于选举孔慧霞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的议案

240,548,988 99.9871% 是

6、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关于选举陈周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240,548,987 99.9871% 是

6.02

关于选举糜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的议案

240,548,987 99.9871% 是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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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105,448 92.1362 9,000 7.8638 0 0.0000

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5,448 92.1362 9,000 7.8638 0 0.0000

3

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83,448 72.9135 31,000 27.0865 0 0.0000

4.01

关于选举吴志雄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3,356 72.8331

4.02

关于选举徐春梅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3,356 72.8331

4.03

关于选举林立成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3,356 72.8331

4.04

关于选举宫志松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3,356 72.8331

4.05

关于选举杨鹏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83,356 72.8331

5.01

关于选举王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3,354 72.8313

5.02

关于选举崔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3,354 72.8313

5.03

关于选举孔慧霞女士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83,354 72.8313

6.01

关于选举陈周明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83,353 72.8305

6.02

关于选举糜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83,353 72.830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为特别表决通过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议案4-6已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选举公司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和非职工代表监事。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晖、李孔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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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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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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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

21日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海路南威大厦2号楼22楼会议室， 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

召开。 本次会议已于会前以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提前通知全体参会人员。会前由全体董事

推举吴志雄先生主持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公司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

效。 经出席会议董事审议和表决，本次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与会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吴志雄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具体如下：

1、战略委员会：吴志雄先生、徐春梅女士、林立成先生、王浩先生和崔勇先生担任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由吴志雄先生担任委员会召集人。

2、审计委员会：林立成先生、崔勇先生和孔慧霞女士担任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由孔

慧霞女士担任委员会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吴志雄先生、王浩先生和崔勇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由崔勇

先生担任委员会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春梅女士、王浩先生和孔慧霞女士担任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由王浩先生担任委员会召集人。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各专委会委员任期与第四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同意聘任吴志雄先生为公司总裁。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公司董事长、总裁吴志雄先生提名，同意聘任徐春梅女士为

公司常务副总裁，聘任吴丽卿女士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聘任林立成先生、郜彤

先生、姚文宇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聘任陈平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华先生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1日

附件：

吴志雄先生简历

吴志雄，男，197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福建省政协常委、泉

州市政协常委，福建省软件行业协会会长，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荣获“2017中国软件行业年

度领军人物” 、“2018中国智慧城市十大影响力人物奖” 、“2018年度中国ICT产业十大经济

人物奖” 、“2019年中国软件行业优秀企业家”等。 自公司成立至今任董事长兼总裁。

徐春梅女士简历

徐春梅，女，1979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

总体组产业委员会专家，福建省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泉州市人大代表，泉州市高层次人

才，丰泽区人大常委，泉州市软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荣获“2017年度十大巾帼闽商” ，

“2018中国IT风云榜领军人物”等。 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

吴丽卿女士简历

吴丽卿，女，197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 泉州市丰泽区政协常

委，泉州市职业经理人协会副会长，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荣获泉州市第三届“十大杰出职业

经理人” 、第十三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主板上市公司优秀董秘等。历任南威软件总裁助

理、总裁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林立成先生简历

林立成，男，197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历任福建省公安厅政

治部秘书科、警务科科员，人事处地方工作科科员，人事处机关干部科副科长、科长，经济犯

罪侦查总队副总队长。 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郜彤先生简历

郜彤，男，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7

年参军，历任连、营、团、师职干部。 退役后曾担任北京蓝玛星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

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北京运营中心总裁。

姚文宇先生简历

姚文宇，男，197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历

任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智通汇达科技有限公司CEO、珠海汇

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运营中心总裁。

陈平先生简历

陈平，男，197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

会计师。 曾任福建立信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分所审计员、经理，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漳州雅宝电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财务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杨华先生简历

杨华，男，196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专。 历任四川汇金矿业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晋江兄弟鳄鱼鞋服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泉州宝峰鞋业有限公司内审部

经理。 2011年11月至今，担任公司审计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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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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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21

日， 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海路南威大厦2号楼22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 会前由全体监事推举陈周明先生主持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出席会议监事审议和表

决，本次会议形成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陈周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至本届监事会届满

之日止。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7月21日

附件：

陈周明先生简历

陈周明，男，197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泉州市高层次人才。

历任中国联通泉州市分公司集团客户部总经理、县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营销中心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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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

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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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翁培萍女士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于2020年7月21日召开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

举产生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和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 选举各专门委员

会委员、聘任公司总裁、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产生了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 第四届董事会成员

董事长：吴志雄先生

非独立董事：吴志雄先生、徐春梅女士、林立成先生、宫志松先生、杨鹏先生

独立董事：王浩先生、崔勇先生、孔慧霞女士

2、 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1）战略委员会：吴志雄先生（委员会召集人）、徐春梅女士、林立成先生、王浩先生、

崔勇先生

（2）审计委员会：林立成先生、崔勇先生、孔慧霞女士（委员会召集人）

（3）提名委员会：吴志雄先生、王浩先生、崔勇先生（委员会召集人）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徐春梅女士、王浩先生（委员会召集人）、孔慧霞女士

二、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陈周明先生

非职工代表监事：陈周明先生、糜威先生

职工代表监事：翁培萍女士

上述董事、监事均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的情形，均未收到

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的其他情况，任期与本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一致。

三、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总裁：吴志雄先生

常务副总裁：徐春梅女士

高级副总裁：吴丽卿女士、林立成先生、郜彤先生、姚文宇先生

董事会秘书：吴丽卿女士

财务总监：陈平先生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述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

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的情形，

亦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董事会秘书吴丽卿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

资格证书。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特此公告。

南威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1日

附件：

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简历：

吴志雄先生简历

吴志雄，男，1972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福建省政协常委、泉

州市政协常委，福建省软件行业协会会长，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荣获“2017中国软件行业年

度领军人物” 、“2018中国智慧城市十大影响力人物奖” 、“2018年度中国ICT产业十大经济

人物奖” 、“2019年中国软件行业优秀企业家”等。 自公司成立至今任董事长兼总裁。

徐春梅女士简历

徐春梅，女，1979年6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硕士，国家智慧城市标准化

总体组产业委员会专家，福建省女企业家商会副会长，泉州市人大代表，泉州市高层次人

才，丰泽区人大常委，泉州市软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荣获“2017年度十大巾帼闽商” ，

“2018中国IT风云榜领军人物”等。 现任公司董事、常务副总裁

林立成先生简历

林立成，男，1970年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历任福建省公安厅政

治部秘书科、警务科科员，人事处地方工作科科员，人事处机关干部科副科长、科长，经济犯

罪侦查总队副总队长。 现任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

宫志松先生简历

宫志松，男，1973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1995年7月至2012年7月，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16所助理工程师、工程

师、高级工程师、副处长、处长；2012年7月至2018年9月，历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基

础部、产业部处长；2018年9月至今，任中电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20年1月至今，

任公司董事。

杨鹏先生简历

杨鹏，男，1976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党派人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国际贸易金融系

经济学学士、卡尔森商学院EMBA，曾任戴尔科技集团副总裁，现任蚂蚁金服副总裁，支付

宝政务民生事业部总经理。 2019年7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简历：

王浩先生简历

王浩，男，1953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永久境外居留权，中国工程院院士，

教授级高工，博导，享有国务院政府津贴。 历任中国水科院水资源所工程师、副室主任、室主

任、总工程师、所长。2013年8月至今任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任北

京超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正和恒基滨水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现任流域水循环模拟与调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青岛力晨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江苏正浩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威软件独立董事、上海威派格智慧水务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金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天津沃佰艾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浩正嵩

岳基金管理（青岛）有限公司董事、诺威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北京碧水云端科技有限公

司监事、南方海绵城市工程技术（佛山）有限公司监事、南京马也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监事、

南京中井水环境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

崔勇先生简历

崔勇，男，197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学士、硕士、博士，现

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导，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所所长，南威软件独立董事。 教育

部青年长江学者奖励、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和中创软件人才奖获得

者， 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理事， 国际互联网标准化组织IETF� IPv6过渡工作组主席， 曾任

IEEE� TPDS指委，现任IEEE� TCC.� IEEE� Network及IEEE� Intemet� Computing期刊编

委。 曾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以及国家信息产

业重大发明奖。

孔慧霞女士简历

孔慧霞，女，1968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册会计师、税

务师、资产评估师，高级会计师。 历任福建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分所项目经理、厦门安德

信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现任立信税务师事务所厦门分所所长，南威软件独立董事。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简历：

陈周明先生简历

陈周明，男，1979年10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泉州市高层次人才。

历任中国联通泉州市分公司集团客户部总经理、县分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公司监事会

主席、营销中心总裁。

糜威先生简历

糜威，男，198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党派人士，大专学历，曾任公司项目经理、项目

管理主管，现任公司项目管理部经理、非职工代表监事。

翁培萍女士简历

翁培萍，女，198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泉

州市高层次人才。 2014年5月至2016年11月任南威软件市场推广部经理，2016年11月至今，

任南威软件总裁助理兼总裁办主任、职工代表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吴志雄先生简历：同上

徐春梅女士简历：同上

吴丽卿女士简历

吴丽卿，女，1979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 泉州市丰泽区政协常

委，泉州市职业经理人协会副会长，泉州市高层次人才，荣获泉州市第三届“十大杰出职业

经理人” 、第十三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主板上市公司优秀董秘等。历任南威软件总裁助

理、总裁办公室主任，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林立成先生简历：同上

郜彤先生简历

郜彤，男，1970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87

年参军，历任连、营、团、师职干部。 退役后曾担任北京蓝玛星际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

公司高级副总裁兼北京运营中心总裁。

姚文宇先生简历

姚文宇，男，1976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历

任启明星辰信息技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北京智通汇达科技有限公司CEO、珠海汇

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公司高级副总裁兼运营中心总裁。

陈平先生简历

陈平，男，197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

会计师。 曾任福建立信闽都会计师事务所厦门分所审计员、经理，厦门银祥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漳州雅宝电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公司财务中心总经理、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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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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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设立公司的名称：映翰通北方公司（拟定名，最终以当地相关部门最终核准结果为

准）

(�拟投资金额：100万加元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事项尚需获得境外投资主管机关、商务主管部门

机关、外汇管理机关等相关政府机关的备案或审批，能否取得相关的备案或审批，以及最终

取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2、 境外全资子公司设立后在实际运营过程中可能面临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风

险。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规划，完善公司全球化战略布局，丰富公司境外销售渠道和客户

资源，提升公司的整体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拟在加拿大设立映翰通北方公司（拟定名，

最终以当地相关部门最终核准结果为准）（以下简称“全资子公司” ），投资金额100万加

元。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和《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董事

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投资需经商务、外汇等相关管理部门备案或审批。

（二）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中文名称：映翰通北方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InHand� Nord� Inc.

投资金额：100万加元

执行董事：李明

注册地址：加拿大多伦多

经营范围：销售、服务、技术开发

股权机构：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100%股权

上述对外投资涉及的子公司名称、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注册地址等基本情况，尚需政

府相关主管部门备案或批准后方可实施，最终以实际审批或备案后的注册信息为准。

二、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是根据公司发展及战略规划需要，完善公司全球化

战略布局，拓展海外销售渠道，推动公司全球化品牌战略，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

东的利益。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本次对外投资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持续

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造成不利影响。长期来看，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及战略规划，对公司未

来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三、风险提示

本次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事项尚需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备案或批准，能否取得相关的备

案或审批，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审批时间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

此外，国外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文化特征均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可能给境外

全资子公司的设立带来一定的风险，境外全资子公司设立后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亦可能面临

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等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

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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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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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方：公司全资子公司：映翰通嘉兴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资子公

司”或“嘉兴映翰通”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一、申请授信及担保情况概述

（一）申请授信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经营和发展需求，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映翰通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嘉兴秀洲支行银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两年，主要用于办

理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合同融资、并购贷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汇

票贴现、银行保理业务、贸易融资、供应链融资、融资租赁等业务品种，具体业务品种、授信

额度和期限以银行的最终核定为准。

以上授信额度不等于全资子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 实际融资金额在总授信额度内，以

全资子公司与银行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公司授权公司总经理在授信额度内办理上述

授信具体相关手续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二）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公司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的融资正常开展，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

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担保，用于包括但不限于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开具保

函、贷款、承兑、票据等其他融资业务，担保方式为信用保证担保。

（三）内部决策程序

2020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担保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生效。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映翰通嘉兴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秀洲区高照街道瑞丰街318号

3、法定代表人：李红雨

4、注册资本：3000万元

5、经营范围：通信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通信设备及配件、计算机及配件、电

力设备及配件、自动化设备及配件、机械设备的生产、销售；电力自动化系统的开发、销售；

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从事进出口业务。

6、与本公司关系：全资子公司

7、截止2019年12月31日，嘉兴映翰通资产总额为15,930.90万元，净资产为4,886.12

万元，2019年营业收入17,028.22万元，净利润为1,215.61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嘉兴映翰通尚未签订相关授信及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授信

及担保总额仅为全资子公司拟申请的授信额度和公司拟提供的担保额度，具体授信及担保

金额、担保类型、担保方式等尚需银行审核同意，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原因及必要性

本次担保为满足全资子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支持其良性发展，担保对象经营

和财务状况稳定，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同时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有绝对的控制权，公司对其

担保风险较小，不会对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产生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0元，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六、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0年7月2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申

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全资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对其提供担保事项是综合考虑

全资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而做出的，符合子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 担保对象

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具备偿债能力，能够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担保事宜符合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助于全资子公司持续发

展，担保风险可控。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

会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

益的行为。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事项。

（三）监事会意见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会对公司本期

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意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事项。

七、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

子公司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

见，本次担保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

2、 本次担保事项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嘉兴映翰通由于业务发展需要需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由公司为该笔融资提供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担保事项无异议。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有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二）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三）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

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映翰通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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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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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7月17日以书面方式发出，并于2020年

7月21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由孔庆伟董事长主持。 应出席会议的董事8人，亲自出席会议的

董事8人。 本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

人数要求，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并现场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陈然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陈然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陈然先生的任职资格须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陈然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John� Robert� Dacey先生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John� Robert� Dacey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任期至

本届董事会届满。 John� Robert� Dacey先生的任职资格须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核准。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John� Robert� Dacey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名梁红女士为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

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同意提名梁红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梁红女士的任职资格须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梁红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修订后的《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长或其授权人在公司报请核准章程过程中，根据监管机构提出的修改要求，对章程修订

案作其认为必须且适当的相应修改。修订后的章程自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

生效。

具体修改内容见本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设立太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由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成立太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金为7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100%。同意授权公司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在满足相关法律、

法规和监管规定等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全权办理本次设立太保金融科技有限公司的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有关监管部门、机构办理审批、登记、备案、核准、同意、根据监管部

门要求相应调整等手续并签署相关文件。

同意将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相

关会议安排将在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中一并发出。

表决结果：赞成8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附件：

陈然先生简历

陈然先生，1984年1月出生，现任上海欧冶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目前，陈先生还担任上海欧冶典当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付通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陈先生曾任上海宝钢钢材贸易有限公司营销一部营销代表、营销主管，中国宝武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领导力开发经理、办公室高级秘书，上海欧冶金融信息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陈先生拥有大学学历、学士学位和经济师职称。

John� Robert� Dacey先生简历

John� Robert� Dacey（杜尚瑞）先生，美国国籍，1960年5月出生，现任瑞士再保险集

团首席财务官、执行委员会委员。

Dacey先生曾任麦肯锡 （McKinsey� ＆ Company） 咨询合伙人， 丰泰保险

(Winterthur� Insurance)首席策略官、执行委员会委员，安盛保险集团（AXA）亚太区副董

事长、执行委员会委员、日本及亚太区总部首席执行官。 Dacey先生亦曾担任新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证券代码：601336，香港联交所证券代码：1336）非执行董事。

Dacey先生拥有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经济学文学士学位和哈佛大学公共政策系硕

士学位。

梁红女士简历

梁红女士，1968年10月出生，现任高瓴资本集团旗下产业与创新研究院院长。

梁女士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学家，高盛公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亚

太经济研究联席负责人，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研究部负责人、首席经济

学家、销售交易部联席负责人、资本市场部负责人。

梁女士拥有北京大学学士学位和美国乔治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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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重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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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0年7月21日在上海召开。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正文

修改情况

1.将第一百六十八条“监事会由五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人，监事会副主席一

人。 监事会主席的任免，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修改为：

“监事会由五四名监事组成，设监事会主席一人，监事会副主席一人。 监事会主席的任

免，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监事会成员表决通过......”

2.将第一百六十九条“监事会成员由三名股东代表、两名公司职工代表组成。股东代表

由股东大会选举和罢免，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

修改为：

“监事会成员由三两名股东代表、两名公司职工代表组成。 股东代表由股东大会选举

和罢免，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民主选举和罢免......”

二、《公司章程》附件修改情况

（一）增加上次修改章程的情况

序号 事项 决议时间 会议名称 批准文号

……

20 第十九次修订 2020年5月12日

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

年度股东大会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中国太平洋保

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改章程

的批复》（银保监复〔2020〕378

号）

（二）调整注释部分

……

（2）发行A股上市后，公司历次5%以上股权变动(包括股东更名)及相关批准或备案情

况如下：

时间 批文或备案 股份变动说明

2012

中国保监会

保监发改〔2011〕1981

号

根 据 股 东 Carlyle� Holdings� Mauritius� Limited、Parallel� Investors�

Holdings�Limited（以下合称 “凯雷集团” ） 通知，Parallel�Investors�

Holdings�Limited于2012年1月18日出售了18,000,000股公司H股，交

易后凯雷集团合计持有425,147,600股公司H股，持股比例由5.15%下降

至4.94%。

2012

中国保监会

保监发改〔2012〕112号

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将持有的公司47,124,930股股份转让给上

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转让后，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468,828,104股股份，上海烟草包装印刷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除上述修订外，本公司现行《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须经参加表决的全体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公司章

程》需提交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