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邮纯债汇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申购、赎回业

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0年7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邮纯债汇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邮纯债汇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578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8年9月21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中邮纯债汇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邮纯债汇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

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0年7月30日

赎回起始日 2020年7月30日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本基金的开放期为每个封闭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含该日）起不超过20个工作日的期间。

本基金本次开放期为2020年7月30日至2020年8月12日。

本基金自2020年8月13日起将再次进入封闭期，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投资者在开放期内办理本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

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

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不可抗力，或者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

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期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 但应在实施日前在规定报刊和规定网站上

公告。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转换。

在开放期的每个开放日内，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的业务办理时间之外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

记机构确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但在开放期最后一

个开放日，投资者在基金合同约定的业务办理时间之外提出申购、赎回或者转换申请的，为无效申请。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代销网点每个账户单笔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1,000元。

直销网点每个账户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50,000元，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单笔1,000元（通过本基金

管理人基金网上交易系统等特定交易方式认购本基金暂不受此限制）；代销网点的投资者欲转入直销网点进

行交易要受直销网点追加申购最低金额的限制。 投资者当期分配的基金收益转购基金份额时，不受最低申购

金额的限制。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市场情况，调整本基金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对单个投资人的累计持有份额不设上限限制。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

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定单一投资者申购金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

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具体请参见相关公

告。 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递减，即申购金额越大，所适用的申购费率越低。 投资者在一天之内如果

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别计算。

本基金申购费率最高额不超过申购金额的0.8%，具体如下：

3.2.1�前端收费

申购金额（M） 申购费率 备注

M〈1000000 0.80% -

1000000〈=M〈5000000 0.50% -

5000000〈=M 1000元/笔 -

3.2.2�后端收费

注：本基金未开通后端收费模式。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本基金的申购费用由申购人承担，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

财产。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单笔赎回不得少于100份(如该账户在该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余额不足100份，则必须一次性赎回基金全

部份额)；若某笔赎回将导致投资者在销售机构保留的基金余额不足100份时，基金管理人有权将投资者在该

销售机构保留的剩余基金份额一次性全部赎回。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递减，即基金份额持有时间越长，所适用的赎回费率越低。 本基金赎回费

率最高不超过赎回金额的1.5%，随持有期限的增加而递减。 具体如下：

持有期限（N） 赎回费率

N〈=7天 1.50%

7天〈N〈=30天 0.10%

30天〈N 0.00%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5.�基金销售机构

5.1�场外销售机构

5.1.1�直销机构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5.1.2�场外代销机构

无。

5.2�场内销售机构

无。

6.�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管理人将通过规定网站、 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本基金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敬请投资者留意。

7.�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

《中邮纯债汇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中邮纯债汇利三个月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

2、有关本基金开放申购、赎回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3、咨询方式：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010-58511618、400-880-1618（固定电

话、移动电话均可拨打）,公司网址：www.postfund.com.cn.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业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天风证券并参加基金申购及

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

证券” ）签署的代销协议， 自2020年7月28日起，天风证券开始代理销售中邮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C（基金代码：009488/009489），并参加基金申购及定投费率优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信息

自2020年7月28日起，投资者通过天风证券申购及定投中邮价值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基金代码：

009488），申购及定投费率享受1折优惠；若上述折扣前的原申购费率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

有费率折扣。

上述基金在天风证券开通基金定投业务。

二、重要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

包括各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及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

续费。

3、申购及定投业务解释权归天风证券所有，申购及定投业务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

资者留意天风证券的有关公告。

4、本公司所管理的其它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

行公告。

5、申购费率及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天风证券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

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6、本公告解释权归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99号保利广场A座37楼

法定代表人：余磊

联系人：程晓英

电话：027-87107535

客服电话：400-800-5000

网址：http://www.tfzq.com

2、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客服电话：010—58511618、400-880-1618（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可拨打）

网址：www.postfund.com.cn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本公告解释权归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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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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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国际会议大酒店紫金楼一楼碧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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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931,814,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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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3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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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夏平董事长主持会议，会议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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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人，董事长夏平、董事季明、顾尟、吴典军、单翔、姜健、丁小林7人出席会议，其他董事因公

务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9人，监事长朱其龙、监事李心丹、向荣、吴兵、徐劲5人出席会议，其他监事因公务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典军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配股发行条件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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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4,401,908 95.8290 247,408,171 4.1708 4,500 0.0002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配股方案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及每股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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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2,880,708 95.8034 248,708,671 4.1927 225,200 0.0039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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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2,833,208 95.8026 248,761,371 4.1936 220,000 0.0038

2.03议案名称：配股比例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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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2,833,208 95.8026 248,758,571 4.1936 222,800 0.0038

2.04议案名称：配股价格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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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2,833,208 95.8026 248,751,471 4.1935 229,900 0.0039

2.05议案名称：配售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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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2,833,208 95.8026 248,754,271 4.1935 227,100 0.0039

2.06议案名称：本次配股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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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2,880,308 95.8034 248,060,371 4.1818 873,900 0.0148

2.07议案名称：发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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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2,880,708 95.8034 248,062,371 4.1818 871,500 0.0148

2.08议案名称：承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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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2,833,208 95.8026 248,109,871 4.1826 871,500 0.0148

2.09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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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2,874,508 95.8033 248,068,571 4.1820 871,500 0.0147

2.10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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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3,702,308 95.8172 247,866,371 4.1785 245,900 0.0043

2.11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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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3,019,408 95.8057 248,550,871 4.1901 244,300 0.004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配股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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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4,505,408 95.8308 247,074,871 4.1652 234,300 0.004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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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2,268,697 99.3333 39,303,582 0.6625 242,300 0.0042

5、议案名称：关于向原股东配售股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措施与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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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84,359,208 95.8283 247,171,071 4.1668 284,300 0.004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回报计划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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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2,171,097 99.3316 39,315,182 0.6627 328,300 0.0057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本次配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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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6,998,087 99.2444 43,854,592 0.7393 961,900 0.0163

8、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8.01议案名称：选举夏平为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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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0,900,524 99.1416 49,565,055 0.8355 1,349,000 0.0229

8.02议案名称：选举季明为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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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9,097,988 97.7626 131,367,591 2.2146 1,349,000 0.0228

8.03议案名称：选举顾尟为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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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60,537,591 98.7983 69,927,988 1.1788 1,349,000 0.0229

8.04议案名称：选举吴典军为执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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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221,024 99.1470 49,244,555 0.8301 1,349,000 0.0229

8.05议案名称：选举胡军为股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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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195,424 99.1466 49,270,155 0.8306 1,349,000 0.0228

8.06议案名称：选举单翔为股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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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191,324 99.1465 49,254,155 0.8303 1,369,100 0.0232

8.07议案名称：选举姜健为股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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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193,724 99.1466 49,251,755 0.8302 1,369,100 0.0232

8.08议案名称：选举唐劲松为股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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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193,724 99.1466 49,251,755 0.8302 1,369,100 0.0232

8.09议案名称：选举杜文毅为股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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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5,558,937 99.0516 54,886,542 0.9252 1,369,100 0.0232

8.10议案名称：选举任桐为股东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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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81,175,224 99.1463 49,286,255 0.8308 1,353,100 0.0229

8.11议案名称：选举余晨为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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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2,302,097 99.3338 38,159,382 0.6433 1,353,100 0.0229

8.12议案名称：选举杨廷栋为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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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78,060,219 99.0937 52,382,860 0.8830 1,371,500 0.0233

8.13议案名称：选举丁小林为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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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1,863,833 99.3265 38,595,246 0.6506 1,355,500 0.0229

8.14议案名称：选举李心丹为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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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748,697 99.3582 36,712,782 0.6189 1,353,100 0.0229

8.15议案名称：选举洪磊为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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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699,597 99.3574 36,761,882 0.6197 1,353,100 0.0229

9、 议案名称：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9.01议案名称：选举郑刚为股东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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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808,197 99.3592 36,644,382 0.6177 1,362,000 0.0231

9.02议案名称：选举向荣为股东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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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810,797 99.3593 36,641,782 0.6177 1,362,000 0.0230

9.03议案名称：选举汤小青为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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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752,597 99.3583 36,695,882 0.6186 1,366,100 0.0231

9.04议案名称：选举陈志斌为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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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754,997 99.3583 36,693,482 0.6185 1,366,100 0.0232

9.05议案名称：选举陈礼标为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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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93,754,997 99.3583 36,693,482 0.6185 1,366,100 0.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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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司符合配

股发行条件的议

案

3,195,358,295 92.8135 247,408,171 7.1863 4,500 0.0002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

及每股面值

3,193,837,095 92.7693 248,708,671 7.2240 225,200 0.0067

2.02 发行方式 3,193,789,595 92.7679 248,761,371 7.2256 220,000 0.0065

2.03 配股比例及数量 3,193,789,595 92.7679 248,758,571 7.2255 222,800 0.0066

2.04

配股价格及定价

依据

3,193,789,595 92.7679 248,751,471 7.2253 229,900 0.0068

2.05 配售对象 3,193,789,595 92.7679 248,754,271 7.2254 227,100 0.0067

2.06

本次配股前滚存

未分配利润的分

配方案

3,193,836,695 92.7693 248,060,371 7.2052 873,900 0.0255

2.07 发行时间 3,193,837,095 92.7693 248,062,371 7.2053 871,500 0.0254

2.08 承销方式 3,193,789,595 92.7679 248,109,871 7.2066 871,500 0.0255

2.09

募集资金数量及

用途

3,193,830,895 92.7691 248,068,571 7.2054 871,500 0.0255

2.10 上市地点 3,194,658,695 92.7932 247,866,371 7.1996 245,900 0.0072

2.11 决议的有效期限 3,193,975,795 92.7734 248,550,871 7.2195 244,300 0.0071

3

关于公司配股募

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报告的议案

3,195,461,795 92.8165 247,074,871 7.1766 234,300 0.0069

4

关于公司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

的议案

3,403,225,084 98.8513 39,303,582 1.1416 242,300 0.0071

5

关于向原股东配

售股份摊薄即期

回报的风险提示

及填补措施与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

案

3,195,315,595 92.8123 247,171,071 7.1794 284,300 0.0083

6

关于公司未来三

年 （2020-2022

年） 股东回报计

划的议案

3,403,127,484 98.8485 39,315,182 1.1419 328,300 0.0096

7

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全权办理公司

本次配股相关事

宜的议案

3,397,954,474 98.6982 43,854,592 1.2738 961,900 0.0280

8.01

选举夏平为执行

董事

3,391,856,911 98.5211 49,565,055 1.4396 1,349,000 0.0393

8.02

选举季明为执行

董事

3,310,054,375 96.1450 131,367,591 3.8157 1,349,000 0.0393

8.03

选举顾尟为执行

董事

3,371,493,978 97.9296 69,927,988 2.0311 1,349,000 0.0393

8.04

选举吴典军为执

行董事

3,392,177,411 98.5304 49,244,555 1.4303 1,349,000 0.0393

8.05

选举胡军为股东

董事

3,392,151,811 98.5296 49,270,155 1.4311 1,349,000 0.0393

8.06

选举单翔为股东

董事

3,392,147,711 98.5295 49,254,155 1.4306 1,369,100 0.0399

8.07

选举姜健为股东

董事

3,392,150,111 98.5296 49,251,755 1.4305 1,369,100 0.0399

8.08

选举唐劲松为股

东董事

3,392,150,111 98.5296 49,251,755 1.4305 1,369,100 0.0399

8.09

选举杜文毅为股

东董事

3,386,515,324 98.3659 54,886,542 1.5942 1,369,100 0.0399

8.10

选举任桐为股东

董事

3,392,131,611 98.5291 49,286,255 1.4315 1,353,100 0.0394

8.11

选举余晨为独立

董事

3,403,258,484 98.8523 38,159,382 1.1083 1,353,100 0.0394

8.12

选举杨廷栋为独

立董事

3,389,016,606 98.4386 52,382,860 1.5215 1,371,500 0.0399

8.13

选举丁小林为独

立董事

3,402,820,220 98.8395 38,595,246 1.1210 1,355,500 0.0395

8.14

选举李心丹为独

立董事

3,404,705,084 98.8943 36,712,782 1.0663 1,353,100 0.0394

8.15

选举洪磊为独立

董事

3,404,655,984 98.8928 36,761,882 1.0677 1,353,100 0.0395

9.01

选举郑刚为股东

监事

3,404,764,584 98.8960 36,644,382 1.0643 1,362,000 0.0397

9.02

选举向荣为股东

监事

3,404,767,184 98.8961 36,641,782 1.0643 1,362,000 0.0396

9.03

选举汤小青为外

部监事

3,404,708,984 98.8944 36,695,882 1.0658 1,366,100 0.0398

9.04

选举陈志斌为外

部监事

3,404,711,384 98.8945 36,693,482 1.0658 1,366,100 0.0397

9.05

选举陈礼标为外

部监事

3,404,711,384 98.8945 36,693,482 1.0658 1,366,100 0.039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蔡含含、高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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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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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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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27日在南京以现场方式

召开。 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共计15名，其中2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尚需

中国银保监会江苏监管局核准。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夏平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现场出席有表决权董事11名，余晨独

立董事、胡军董事分别书面委托杨廷栋独立董事、姜健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选举夏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二、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设立6个专门委员会，分别为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风险管

理委员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一）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夏平

委员：季明、余晨（独立董事）、李心丹（独立董事）、胡军

（二）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洪磊（独立董事）

委员：季明、杨廷栋（独立董事）、丁小林（独立董事）、杜文毅

（三）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主任委员：丁小林（独立董事）

委员：余晨（独立董事）、顾尟

（四）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任委员：季明

委员：顾尟、杨廷栋（独立董事）、洪磊（独立董事）、姜健

（五）提名与薪酬委员会

主任委员：杨廷栋（独立董事）

委员：顾尟、吴典军、李心丹（独立董事）、洪磊（独立董事）

（六）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主任委员：顾尟

委员：吴典军、丁小林（独立董事）

新任委员将在监管机构核准其董事任职资格后履职。

三、关于聘任公司行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同意聘任季明先生担任公司行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关于聘任公司副行长、行长助理、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顾尟女士、赵辉先生、葛仁余先生、吴典军先生、周凯先生担任公司副行长，李敏先生、王卫兵先生担任行

长助理，葛仁余先生担任首席信息官，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四、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聘任吴典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杨毅先生担任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7月28日

附件：

夏平简历

夏平先生，196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南京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管理

学硕士学位。 曾任中国建设银行南京分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六合县支行行长、第一支行行长、江苏省分行营业

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江苏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苏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行长；江苏银行党委副书记。 现任江苏银行董事长、党委书记，苏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

季明简历

季明先生，1962年7月出生，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南京大学地质系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专业本科毕业，获

理学学士学位，南京大学法律系法律专业毕业，获法学第二学士学位。 曾任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党群处正科级秘

书，江苏省委组织部市县干部处办公室正科级组织员，江苏省委组织部办公室副处级巡视员，江苏省委组织部办

公室副主任，江苏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副处长、青年干部处处长；江苏银行副监事长、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党委

委员、副行长、兼总行营业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江苏银行执行董事、行长、党委副书记。

顾尟简历

顾尟女士，1963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北京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本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

曾任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零售业务处副处长、处长，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银行卡部总经理；江苏银行零售业务部

总经理，江苏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副行长，江苏银行党委副书记、兼总行机关党委书记。 现任江苏银行执行董

事、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兼总行机关党委书记。

赵辉简历

赵辉先生，1965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中央党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获南京理工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 曾任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收付清算处副处长、清算处副处长、清算处副处长（主持工作）、清算处处

长、运营部总经理，中国银行宿迁分行行长，江苏银行营运部总经理、运营总监。 现任江苏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葛仁余简历

葛仁余先生，1965年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东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

曾任建设银行南京分行计算机处科员、科技处处长助理、副处长，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营业部运行中心经理、信息

技术管理部总经理，南京银行信息技术部总经理，江苏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 现任江苏银行副行长、首席信息

官、党委委员。

吴典军简历

吴典军先生，1969年11月出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经济

学博士学位。 先后在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江苏银行工作，曾任农发行江苏省分行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江苏银行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 现任江苏银行执行董事、董事会秘书、副行长、党委委员。

周凯简历

周凯先生，1977年生，中共党员，正高级经济师，南京农业大学农村金融专业研究生毕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

曾任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风险管理部科员、业务副经理、风险经理（专业技术五级），南京银行风险管理部副总经

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总经理，江苏银行风险管理部总经理，江苏银行行长助理、党委委员。 现任江苏银行副

行长、党委委员。

李敏简历

李敏先生，1963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深圳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曾任深圳

发展银行信贷市场分部宝安区经理、宝安支行行长、上海分行筹备组负责人、上海分行副行长、上海分行副行长

（部门总经理级）、上海分行副行长（主持工作）、上海分行行长、总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分行行长、深圳管理部常务

副总经理（总行行长助理级）、深圳分行常务副行长，江苏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现任江苏银行行长助理。

王卫兵简历

王卫兵先生，1967年生，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苏州丝绸工学院工业管理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获工学学士学

位。 曾任南通市商业银行人事监察部经理、开发区支行行长、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党组成员、纪检组长，江苏

银行内审合规部副总经理、泰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南通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盐城分行党委书记、行长、苏州

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总行资深专家。 现任江苏银行行长助理，无锡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杨毅简历

杨毅先生，1967年生，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高级经济师。 曾任南通油泵油嘴总厂技术员、团委副书记，南

通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南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科员、科长，南通市商业银行行长助理、副行长，江苏银行

南通分行副行长，江苏银行常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 现任江苏银行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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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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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27日在南京国际会议大

酒店召开。会议由监事长朱其龙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实际出席监事8名。汤小青监事授权委托陈礼

标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朱其龙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关于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的议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如下：

提名委员会由朱其龙、汤小青、郑刚、施绳玖4位委员组成，汤小青为主任委员；

监督委员会由陈志斌、陈礼标、向荣、鲍刚、金瑞5位委员组成，陈志斌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7月28日

附件：

朱其龙简历

朱其龙先生，1964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律师资格，高级经济师。 曾任人民银行江苏省

分行办公室条法科科长，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办公室副主任兼法律事务办公室主任，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办公室副主

任（正处级），江苏银监局城市商业银行监管处处长，江苏银行总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行长助理、办公室主任、

党委办公室主任、宣传部部长，总行党委委员、董事会秘书、副行长。 现任江苏银行总行党委委员，监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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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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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20年7月1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0年7月27日（周一）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年7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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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7月27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581号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四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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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7,723,404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47.666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琦、吕荣出

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7,723,404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47.6663%。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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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

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胡智彪先生、胡智雄先生、胡锋先生、陈樟军先生、张亚东先生、陈文甲先生

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候选人胡智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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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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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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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选举候选人胡智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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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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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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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选举候选人胡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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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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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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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选举候选人陈樟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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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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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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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选举候选人张亚东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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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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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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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选举候选人陈文甲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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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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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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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蔡宁先生、陈连勇先生、金盈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自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候选人蔡宁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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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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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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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选举候选人陈连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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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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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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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选举候选人金盈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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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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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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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的方式选举朱献勇先生、陈纯洁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与职工代

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郭育民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就任，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选举候选人朱献勇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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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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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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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选举候选人陈纯洁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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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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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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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审议通过《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年度薪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97,723,4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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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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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吕荣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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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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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21日以书面、电子

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全体董事。

2、本次会议于2020年7月27日下午16:00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

3、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4、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胡智彪召集并主持，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5、本次董事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胡智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胡智彪先生简历附后。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胡智雄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胡智雄先生简历附后.

3、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同意选举下列人员组成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选举胡智彪、胡智雄、金盈为战略委员会委员，胡智彪为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举蔡宁、陈连勇、胡智彪为提名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蔡宁为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举金盈、陈连勇、蔡宁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金盈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选举陈连勇、蔡宁、胡智彪为审计委员会委员，独立董事陈连勇为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本次会议审议，董事会同意聘任胡智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聘任胡智彪先生为公司

总经理。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胡智雄先生、胡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三年，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聘任胡智雄先生为公司

副总经理。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6、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指定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代行第五届董事会秘书一职， 直至公司正式聘任新的董事会秘

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董事会秘书。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指定胡智彪先生暂代公

司董事会秘书。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胡智彪先生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9-87321111�传真：0579-87312889

电子邮箱：stock@chinadaoming.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581号

7、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根据公司总经理的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施东月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施东月先生简历附后。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出具了相关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聘任施东月先生为公司

财务总监。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8、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钱婷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

展工作，任期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钱婷婷女士的简历附后。

钱婷婷女士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579-87321111�传真：0579-87312889

电子邮箱：stock@chinadaoming.com

联系地址：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581号

9、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长的提名，经本次会议审议，同意聘任朱献勇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任期三年，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朱献勇先生简历附后。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7月27日

附件：

胡智彪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7年至今，担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现兼任浙

江道明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龙游道明光学有限公司、浙江道明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道明光学材料销售有

限公司、浙江道明科创实业有限公司、杭州道明科创新材料有限公司、浙江道明科创实业有限公司等子公司执

行董事及总经理；常州华威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胡智彪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3,671,702股,胡智彪先生和胡智雄先生为兄弟关系，两人通过浙江道明

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49,600,000股，两人系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胡智彪

先生为第五届董事胡锋先生的叔叔，除此之外，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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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的 “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胡智雄先生，中国国籍，1962年生，高级经济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7年至今，担任公司副董事长、副

总经理。 现兼任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道明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道明科创新材料有限公司、浙

江道明科创实业有限公司监事；浙江高得宝利新材料有限公司、惠州骏通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惠州道明

华威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胡智雄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4,191,702股，胡智雄先生和胡智彪先生为兄弟关系，两人通过浙江道明

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49,600,000股，两人系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胡智雄

先生为第五届董事胡锋先生的父亲，除此之外，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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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的 “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胡锋先生，中国国籍，1985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14年12月起曾担任浙江道明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

理， 2018年8月起担任浙江龙游道明有限公司总经理。

胡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妻吴之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7,900,000股，胡锋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第

五届董事胡智雄先生之子，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五届董事胡智彪先生的侄子，除此之外，与公司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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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施东月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1994年参加工作曾任杭州西子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经理、部门经理；浙江中汇会计师事务

所高级经理；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经理、总会计师；浙江华元控股有限公司总会计师；浙江中梁置业有

限公司财务总监；浙江爱茵霍芬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嵊州浙旭置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20年5月进入本

公司现任财务总监。

施东月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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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的

“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钱婷婷女士，中国国籍，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于2013年9月取得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2年7月进入公司现任证券事务代表，浙江上市公司协会第三届证代专业委

员会委员。

钱婷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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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的

“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朱献勇先生，中国国籍，1973年生， 无境外永久居留。 2013年11月至2019年6月先后担任中国三鼎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旅业板块稽察负责人、贸易板块财务部部长，2019年6月进入本公司，现任审计监察部经理、监

事。

朱献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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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的

“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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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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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0年7月27日下午17:00以现

场方式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于2020年7月21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监事进行了通知，会议应

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经半数以上监事推选郭育民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全体监事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 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障公司第五届监事会各项工作的

顺利开展，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郭育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三年，自

本次会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郭育民简历附后。

二、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0年7月27日

附件：

郭育民先生，中国国籍，1981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专学历。 2007年11月至今就职于本公司生产技

术部门，现任浙江龙游道明光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监事会主席。

郭育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68,000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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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 。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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