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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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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1月15日上午9: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1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7号北斗星通大厦第五会议室

（4）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股东大会的主持人：董事长周儒欣先生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27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6,958,16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7919%。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13名，代表股份2,236,744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0.440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3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45,765,51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709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51,192,6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827%。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

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以下议

案，其中第二项、三项、四项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进行逐项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核心员工参与投资集团创新业务子公司管理办法〉的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194,832,52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98.9208%；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0.0000%；

反对2,125,64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代表有效表决股份的1.079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

同意111,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670%；

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反对2,125,6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5.0330%。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周儒欣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96,759,75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899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38,334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1.1295％。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②选举尤源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96,758,669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898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37,246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1.0809％。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③选举李尧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96,756,67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897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35,24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0.9915％。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④选举高培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196,755,674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897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034,251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0.9470％。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上述各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周儒欣先生、尤源先生、李尧先生、

高培刚先生均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①选举许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96,932,171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98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0,748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8.8378％。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②选举刘国华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96,848,772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94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27,349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5.1092％。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③选举刘胜民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196,932,176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98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0,753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8.8380％。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上述各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许芳女士、刘国华先生、刘胜民先生均

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由周儒欣先生、尤源先生、李尧先生、高培刚先生、许芳女士、刘国华先生、刘胜民

先生等7人组成， 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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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①选举王建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96,841,678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9409%。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20,255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4.792％。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②选举叶文达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196,932,180股，占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99.986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0,757股，占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含网络投票）的98.8382％。

该项议案审议通过。

上述各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王建茹女士、叶文达女士均获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

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李学宾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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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江迎春、方嘉毅

3、结论性意见：北斗星通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审

议事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隆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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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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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

15日以现场+视频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1年1月6日以专人送递和邮件形式发出。 本次

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7名，实参与表决董事7名，因疫情防控措施要求，独立董事刘国华、许芳通过在线视

频方式参加会议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合法有效。 会议经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选举周儒欣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及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细则，董事会选举产生了董事会战略

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委员会委员。 名单如下：

委员会名称 召集人 委员名单

战略委员会委员 周儒欣 周儒欣、高培刚、李 尧

审计委员会 刘胜民 刘胜民、高培刚、刘国华

提名委员会 许 芳 许 芳、李 尧、刘国华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许 芳 许 芳、高培刚、刘胜民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高培刚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刘光伟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同意聘任尤源先生、潘国平先生、王增印先生、

杨学兵先生、刘孝丰先生、徐林浩先生、黄磊先生、李阳先生、姚文杰先生、郭飚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潘国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 潘国平先生的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独立董事对本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编号：2021-005）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郭进霞女士为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

《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编号：2021-006）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公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同意聘任姜治文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编号：2021-007）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公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5日

附件：

刘光伟，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73

年2月出生，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经济学学士学位，澳洲迪肯大学会计学硕士学位，澳洲会计师公会资深

会员。 2005年8月至2007年7月任沃尔沃卡车大中华区财务总监；2007年8月至2012年3月任沃尔沃亚洲

卡车业务总部财务总监；2012年4月至2014年4月任潍柴动力国际业务部财务总监；2014年5月至2014年

12月任北汽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财务副总裁；2015年1月至2016年8月，作为财务及融资顾问，为企业提供

财务和融资方面的咨询；2016年8月加入北斗星通，2016年9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任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2016

年10月至今任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任南京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

限公司董事；2018年1月至今兼任北斗星通财务中心总经理。现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兼任财

务中心总经理，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董事。

刘光伟先生持有56,300股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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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王增印，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63

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电子科技大学通信与电子系统专业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研究员级），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工程技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仪器设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斗融合专业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3年4月加入北斗星通，2013年8月至今任副总经理；2014年11月至今任北斗星通

北斗装备事业部董事、 北京北斗星通信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11月至2017年1月任北斗星通北斗

装备事业部董事长、 北京北斗星通信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1月至今任北斗星通研究院院长；

2016年10月至2018年1月任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7月至今任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

究院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1月至今任石家庄银河微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20年2月至今任和芯星通

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研究院院长，北斗星通北斗装备事业部董事，北京北

斗星通信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石家庄银河微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

事，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监事。

王增印先生持有49,500股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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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杨学兵，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72

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系计算机通信专业学士学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信息

与通信工程专业硕士学位。1993年至2002年在电子第54研究所工作，从事遥控遥测方面研究；2003年1月

至2008年8月历任北京天宇华星航空科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总经理；2008年8月至2012年1月

任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2年1月至2015年1月任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

2014年11月至2017年7月任南京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2月至2018年2月任北斗星通

北斗装备事业部总经理、北京北斗星通信息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9月至今任石家庄银河微波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9月至2017年1月任石家庄银河微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2016年4月至今任北斗

星通北斗装备事业部董事、 北京北斗星通信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2月至今任北斗星通总经理助

理、 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2019年1月至今任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监事；2021年1月至今任北斗

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北斗星通总经理助理、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星通北斗装备事业部

董事、北京北斗星通信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石家庄银河微波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

限公司监事，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杨学兵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

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认

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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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刘孝丰，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71

年9月出生，西安科技大学工程测量专业学士学位。 2001年4月加入北斗星通，至2015年2月历任销售工程

师、销售部经理、导航产品事业部副总经理、导航产品事业部总经理；2014年1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副总经

理；2015年2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导航产品事业部董事长；2017年4月至今任北京北斗星通定位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2019年5月至今任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7月至今任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北京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现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导航产品事业部董事长，北京北斗

星通定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北京

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刘孝丰先生持有56,300股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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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徐林浩，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83

年2月出生，中共党员，上海交通大学软件工程专业、行政管理专业双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2006年7月

加入北斗星通，至2015年4月历任北斗事业部软件工程师、系统研发部副经理、终端生产研发部副经理，

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系统研发部经理、副总工程师、副总经理；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任南京北

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年2月至2017年1月任北斗星通总经理助理；2017年1月今任北斗

星通副总经理；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任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董

事； 2019年1月至今任深圳市徐港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江苏北斗星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

斗星通（重庆）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6月至今任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19年10月至今任北京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19年12月至今任北斗海松产业发展基

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2020年4月至今任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委员。

现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深圳市徐港电子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江苏北斗星通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斗星通（重庆）汽车电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远

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国汽（北京）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有限公司技术委员会委员，北斗海松产业

发展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渝北区工商联（总商会）十一届执行委员会副会长。

徐林浩先生持有30,950股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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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黄磊，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78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信与信息系统专业博士学位，正高级工程师。 2007年1月至2009

年3月，历任北斗星通GPS产品事业部研发工程师、研发二部副经理、卫星导航设备研发中心研发部副经

理；2009年3月至2014年12月，历任和芯星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主管工程师、产品经理、 市场总监；

2015年1月至2017年1月任北斗星通战略发展中心国际业务总监；2015年2月至2017年12月任北斗星通

总经理助理；2016年1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导航产品事业部董事；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任和芯星通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任北京北斗星通定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7年7月至今任

Rx� Networks� Inc. 董事；2017年12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和芯星通科技 （北

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8年10月至今任和芯星通（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8年12

月至今任和芯星通科技有限公司（美国）执行董事、总经理；2019年1月至今任和芯星通（上海）科技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2019年5月至今任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6月至今任Rx�

Networks� Inc.董事长；2020年3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北斗装备事业部董事、北京北斗星通信息装备有限公

司董事；2020年9月至今任真点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现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和芯星

通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北斗星通导航产品事业部董事，北京北斗星通定位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Rx� Networks� Inc.董事长，和芯星通（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芯星通（上海）科技有

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和芯星通科技有限公司（美国）执行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北斗星通北斗装备事业部董事，北京北斗星通信息装备有限公司董事，真点科技（北京）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总经理。

黄磊先生持有49,500股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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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李阳，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84年

4月出生，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现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信息管理与信息工程专业学士学位。 2007年7月起

加入北斗星通，历任GNSS产品事业部技术支持、南京办销售经理、大客户部广州办销售经理、大客户部副

经理；2011年1月至2015年1月任导航产品事业部大客户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2015年2月至今

任导航产品事业部董事、总经理；2015年2月至2017年3月任北斗星通总经理助理；2017年3月至今任北斗

星通副总经理；2017年4月至今任北京北斗星通定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2018年1月至今任深圳

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2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导航有限公司总经理；2020年7月至今任深圳

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北斗星通导航产品事业部董事、总经理，北京

北斗星通定位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斗星通导航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阳先生持有33,750股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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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姚文杰，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80

年12月出生， 燕山大学会计学学士学位。 曾先后任职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6月至2018年7月任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2018年7

月至2019年1月任深圳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执行副总经理；2017年3月至今任泊兴（香港）实业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1月至2020年11月任广东伟通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9年1月至今任深圳

市华信天线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赛特雷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东莞市云通通讯科技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2020年5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公司总经理助理。 现任北斗星通公司总经理助理、深圳市华信天

线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深圳市赛特雷德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东莞市云通通讯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

姚文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

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郭飚，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69年

11月出生，国防科技大学通讯与电子工程系统专业硕士学位。 2003年8月加入北斗星通，历任北斗事业部

项目经理、部门经理、北斗事业部副总经理、北斗事业部总经理；2008年11月至2012年1月任北斗星通信

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年1月至2013年12月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2012年1月至今任北斗星通信息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4年11月至2017年7月任南京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2017年7月至

2020年12月任南京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12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2019年

4月至今任深圳市华云通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19年5月至今任北京华云通达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现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北斗星通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市华云通达通信技术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华云通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郭飚先生持有49,500股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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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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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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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1月

15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2021年1月6日以专人送递和邮件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

参与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监事3名。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建茹女士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监事会同意选举王

建茹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 王建茹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1月15日

附件：

王建茹，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5月出生，中共党员。 中央财经大学会计专业硕士，

注册会计师。 2010年11月至2014年9月任北斗星通财务总监，2012年1月至2015年1月任北斗星通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2015年1月至今任北斗星通监事会主席。

现任北斗星通监事会主席。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王建茹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王建茹女士持有20,185股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监事

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监事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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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监事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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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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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潘国平先生（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董事

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潘国平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认为潘国平先生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不存在不适合担任公司董

事会秘书的情形。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董事会秘书的联系方式：

电话：010-69939966

传真：010-69939100

邮箱：bdstardsh@bdstar.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7号北斗星通大厦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5日

附件：

潘国平，男，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75

年2月出生， 武汉大学投资经济专业学士学位，2011年1月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

证书。 1998年7月至2001年1月任中宝戴梦得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项目经理；2001年2月至2004年7

月任浙江正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经理；2004年8月至2008年12月任浙江正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兼董秘；2009年1月至2015年5月任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5年6月至今任嘉兴佳利

电子有限公司董事；2015年6月至2017年12月任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 副总经理、 董秘；

2016年9月至2018年10月任嘉兴佳利通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7年7月至今任杭州凯立通信有限

公司董事；2017年12月至今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2019年2月至今任

北斗星通（重庆）智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现任北斗星通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

室主任，嘉兴佳利电子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凯立通信有限公司董事，北斗星通（重庆）智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

潘国平先生持有47,300股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且最近三年内被其公开谴责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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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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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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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的议案》，同意聘任郭进霞女士（简历见附件）为

公司内审机构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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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5日

附件：

郭进霞，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974

年11月出生，中国注册会计师，本科。 2008年1月至今任职于北斗星通，历任审计主管、审计部副经理、审

计监察总监；现任北斗星通审计监察部总经理；深圳徐港电子有限公司监事，北斗星通（重庆）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监事，北京北斗星通信息装备有限公司监事，深圳市华云通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监事，北斗星通

（重庆）汽车电子有限公司监事，石家庄银河微波电子有限公司监事，北斗星通智联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监

事，北京远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郭进霞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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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内审机构负责人的任

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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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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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聘任姜治文女士（简历见附件）为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姜治文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69939966

传真：010-69939100

邮箱：bdstardsh@bdstar.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丰贤东路7号北斗星通大厦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5日

附件：

姜治文，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2年生，本科学历。 2010年6月至今任职于公司董事会办

公室，具备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本公告日，姜治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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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资格。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承德露露

股票代码：000848

信息披露义务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通大道1号院2号楼三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通大道1号院2号楼三层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21年1月1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简称 “证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

益变动报告书》（简称“准则第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

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第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河北承德露露股份

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

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承德露露 指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000848

信息披露义务人/阳光产险 指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2021年1月13日至15日，阳光产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减持承德露露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1,150,000股，占承德露露总股本的0.11%。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承

德露露普通股股票53,747,345股，占承德露露总股本的4.99%。

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说明：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书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通大道1号院2号楼三层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科

注册资本：57.46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12710933526N

经营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成立日期：2005年7月28日

营业期限：长期

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的基本情况： 阳光产险共有两个股东， 其中阳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阳光产险5,533,

960,558股，持股比例96.31%；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阳光产险212,039,442股，持股比例为3.69%。

联系电话：010-5739701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

李科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董事长。

宁首波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董事。

王永文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董事。

彭吉海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董事。

聂锐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董事。

秦卫星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总经理。

王霄鹏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副总经理。

朱仁栋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副总经理。

王伟女士，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副总经理。

刘迎春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副总经理。

王飚先生，中国籍，现居北京市，未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现任副总经理。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5%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发行在外股份总额5%以上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资产配置需要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增持或减持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公司资产配置需要和市场情况，在未来12个月内有继续减持所持承德露露股

票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权益的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承德露露普通股股票54,897,34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1,076,419,000的

5.10%。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为2021年1月13日至15日，阳光产险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系统减持承德露露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

计1,150,000.00股，共占承德露露总股本的0.11%，减持均价为6.86元。

上述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承德露露变化情况详见下表：

股 东

名称

股份性质

减持前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减持后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阳 光

产险

合计持有股份 54,897,345 5.10% 53,747,345 4.99%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54,897,345 5.10% 53,747,345 4.9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份转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的承德露露的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

第五节 前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交易股份的行为。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

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二、查阅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1、深圳证券交易所

2、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科

签署日期：2021年1月15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河北省承德市

股票简称 承德露露 股票代码 00084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通州区永顺镇商通大道1号院2号楼三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阳光产险持股数量： 54,897,345��，持股比例：5.10%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数量及变动比例

阳光产险变动数量： 1,150,000���,�变动比例： 0.11%

变动后阳光产险持股数量： 53,747,345，持股比例：4.99%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

司和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

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

公司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

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

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

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

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

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科

日期： 2021年1月15日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暂停大额申购及大额转换转入业务

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

基金主代码 00666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

原因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转入的

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A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C 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F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6662 006663 006664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元）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元） 1,500,000.00 1,500,000.00 1,500,000.00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1年1月18日起暂停易方达安悦超短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在全部销售机构

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和F类基金份额的大额申购、大额转换转入业务，单日单个基金账户累计申

购（含定期定额投资及转换转入，下同）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或F类基金份额的金额不应

超过150万元。 如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或F类基金份额的金

额超过150万元（不含），则150万元确认申购成功，超过150万元（不含）金额的部分将确认失败；如单

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

笔累计申购本基金C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不含）或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多笔累计申购本基金

F类基金份额的金额超过150万元（不含），则对该类基金份额的申请按照申请金额从大到小排序，基金

管理人将逐笔累加至该类基金份额不超过150万元（含）限额的申请确认成功，该类基金份额其余申请

金额确认失败。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6日

易方达上证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上证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上证50指数（LOF）

基金主代码 50204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

意见》《易方达上证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宋钊贤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林伟斌

注：本基金场内简称为“50LOF” ，扩位证券简称为“上证50LOF”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宋钊贤

任职日期 2021年1月16日

证券从业年限 7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4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4年7月加入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指数投资部门投资支持专员、研究员、投资经理助理、投资经理，现任基金经理。

其中： 管理过公募基金

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6704

易方达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

联接基金

2020-09-05 -

009051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2020-09-05 -

512090 易方达MSCI中国A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0-09-05 -

515180 易方达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020-09-05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

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

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

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

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

金业协会注册/登记

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6日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

基金主代码 11002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

意见》《易方达消费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元春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萧楠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元春

任职日期 2021年1月16日

证券从业年限 10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10年

过往从业经历

2011年3月至2013年2月任广东新价值投资有限公司研究部行业研究员，2013年3月至2014年11月任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行业研究员，2014年12月加入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行业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现任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

及期间

基金

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001832 易方达瑞恒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12-08 -

001857 易方达现代服务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018-12-08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

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

协会注册/登记

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6日

易方达招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及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1月16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招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招易一年持有混合

基金主代码 00941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易方达招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易方达招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及原因

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1年1月18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明 为了基金的平稳运作，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易方达招易一年持有混合A 易方达招易一年持有混合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9412 009413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注：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自

2021年1月18日起暂停易方达招易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基金份额、C类基金份额的申

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恢复办理申购、转换转入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

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 881� 8088，或登陆本公司网站www.efunds.com.cn获

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