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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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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否决议案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

3、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1年9月14日（星期二）下午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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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4日上午9：

15-9：25，9：30-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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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9月14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一号会议室（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任思龙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1人，代表股份365,879,8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03%。

（注：截至目前因公司已累计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3,500,000股，在计算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时扣减已回购股份，公司发行在外有表决权的总股本为1,015,623,653股）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4人，代表股份81,221,054股，占公司股本

总数的8%；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8,778,009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4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7,101,8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60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审议表决结

果如下：

1、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关于选举任思龙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4,480,2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617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821,3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8.2767%.

1.02关于选举樊剑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4,479,0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61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820,1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8.2752%.

1.03关于选举陈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4,924,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265,6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8.8236%.

1.04关于选举丁发晖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4,479,0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61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820,1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8.2752%.

1.05关于选举乔嗣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4,924,44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265,60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8.8236%.

1.06关于选举何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4,479,00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617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9,820,17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8.2752%.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关于选举黄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4,925,4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39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266,6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8.8249%；

2.02关于选举沈育祥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4,924,8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739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0,266,05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8.8242%；

2.03关于选举万如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7,786,2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521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3,127,4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102.3471%；

3、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关于选举吴煜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7,786,3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100.521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3,127,5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102.3472%；

3.02关于选举金建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上述议案，同意360,451,42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8.5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75,792,58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

权的93.3164%.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通过现场鉴证，本所律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

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关于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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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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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9月14日在公

司一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会议召开三日前以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发出。 本次会议采取现

场会议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应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9人，实际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董事为9

人。 董事任思龙先生主持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任思龙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一致选举樊剑军先生（简历见附件）、丁发晖先生（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有关

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对各专门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资格及工作性质进行合理分析与评判后，董事会

选举以下董事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见附件）：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任思龙

委员：何斌、沈育祥（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万如平（独立董事）

委员：黄艳（独立董事）、乔嗣健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黄艳（独立董事）

委员：万如平（独立董事）、樊剑军

4、提名委员会

主任及召集人：沈育祥（独立董事）

委员：黄艳（独立董事）、丁发晖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陈平先生担任公司总裁，聘期三年，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李生爱先生、乔嗣健先生、张广智先生、董晓丹

先生、魏佳男女士担任公司副总裁，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经公司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程秋高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聘期三年，自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程秋高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聘期三年，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程秋高先生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电话：021-68586651� �传真：021-58073019

邮箱：chengqiugao@sh-liangxin.com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简历见附件，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内

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六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提名委员会审核，决定聘任邱艳女士（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内部

审计负责人，聘期三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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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决定聘任方燕女士（简历见附件）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三

年,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方燕女士持有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其联系方式为：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江南路2000号

电话：021-68586632� �传真：021-58073019

邮箱：fangyan@sh-liangxin.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5日

附件：

任思龙先生：男，1962年4月出生，中国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1983－1999年在天水213机

床电器厂工作，先后担任技术员、研究所所长、副厂长，1999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曾担任监事、现担任公

司董事长。 1994年荣获机电部“部级优秀科技青年” 称号；2007年担任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通用低压电器

分会常务理事，2008年被评为“浦东新区外高桥功能区优秀企业家” ，2010年担任上海电器行业协会第

六届理事会理事、副会长，2019年起担任康桥工业区企业商会会长。

任思龙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06,064,330股，与持股5%以上的股东任思荣女士为姐弟关系，与公

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樊剑军、陈平、丁发晖为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任思龙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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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樊剑军先生：男，1966年6月出生，中国籍，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1991－1999年在天水213

机床电器厂工作，先后担任设计员、天水213西安公司生产技术主管，1999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先后担

任技术部经理、制造部经理、事业部总监，现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樊剑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7,698,542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任思龙、陈平、丁发晖为一致

行动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樊剑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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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陈平先生：男，1967年12月出生，中国籍，复旦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1991－1999年在天水213

机床电器厂工作，先后担任设计员、产品研发主任，1999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先后担任技术部经理、营

销部经理、工控事业部总监，现担任公司董事、总裁。 2007年6月至今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知识产权保护协

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副会长，2008年4月至今任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189）委员。

陈平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7,698,542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任思龙、樊剑军、丁发晖为一致

行动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陈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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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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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丁发晖先生：男，1967年10月出生，中国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1992－2000年3月在天水

213机床电器厂工作，先后担任设计员、深圳天庆电器实业有限公司销售经理，2000年4月至今在本公司

工作，先后担任营销经理、品质经理、营销总监，现担任公司副董事长。

丁发晖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57,698,550股，与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任思龙、樊剑军、陈平为一致

行动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丁发晖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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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乔嗣健先生：男，1980年6月出生，中国籍，上海财经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2001年至今在本公司工作，

先后担任华东工控大区经理，大客户部总监，物控中心总监，行业开发部总监，战略市场部总监，人力资

源总监，总裁助理，产品线总经理，现担任公司副总裁。

乔嗣健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753,155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乔嗣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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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何斌先生：男，1965年9月出生，中国籍，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注册

会计师，1989年9月—1990年9月在上海投资咨询公司从事项目评估工作，1993年3月—1999年4月在国

泰证券有限公司国际业务部任经理，1999年5月—1999年11月在上海市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处任副处

长，1999年12月至2014年5月在国泰君安证券股份公司工作，历任收购兼并一部副总经理、资本运作总

部副总经理、证券上市及合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及常务副主任、人力资源总部总经理、国泰君

安证券股份公司总裁助理、国泰君安创新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董事长，2014年5月至今任君证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

何斌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何斌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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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黄艳女士：女，1972年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曾任安徽安泰达律师事

务所合伙人、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上海市恒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证监会第四届及第五

届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委员，现任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黄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黄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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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沈育祥先生：男，196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注册电气工程师，1984年7月进华

东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从事建筑电气设计和技术管理工作至今，现任公司电气总工程师、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上海市建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建筑电气分会理事长。

沈育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沈育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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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万如平先生：男，1965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会计专业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

高级会计师。 历任中国电子物资苏浙公司会计及子公司财务主管、审计署驻南京特派办江苏金陵审计事

务所审计师、江苏环球杰必克信息处理公司高级会计师主管、江苏兴亚会计师事务所综合业务部主任、

江苏正则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大亚科技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惠生集团及子公司财务负责人、上

海闻政管理咨询公司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现任苏州光华集团董事、常务副总裁；现兼任上海新文化传

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京市注册会计师协会常务理事。

万如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万如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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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 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程秋高先生：男，1984年9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财会人员专业会计

学硕士，中级会计师职称。 取得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财务总监资格证书、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首席财务官合

格证书、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7－2010年在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成本会

计。 2011年至今在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高级核算会计主任、财务部经理，现任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程秋高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67,1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6%。 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程秋高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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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李生爱先生：男，1970年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AMP。

1994-2003在国营东华机械厂工作，历任设计工程师、研究所所长。 2004-2006年在上海卓一电子有限

公司工作，担任研发部经理。 2007年至今在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工程师、项目经理、产

品总监、塑壳产品线总监、总裁助理、副总裁。

截至目前，李生爱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30,55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2%。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生爱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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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张广智先生：男，1980年4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电气工程硕士，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AMP。 2003－2005年在TCL国际电工（无锡）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设计工程师、生产主管等。 2005年至

今在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大客户专员、产品经理、双电源项目部总监、项目管理部总

监、 框架双电源及隔离开关产品线总监、 研发中心总监、 总裁助理。 全国低压电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SAC/TC189）委员，低压直流设备与应用分技术委员会（SAC/TC189/SC2）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工技

术学会低压电器专业委员会委员。

截至目前，张广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91,67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9%。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张广智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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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董晓丹先生：男，1982年2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AMP，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MO� ，2005年至今，在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哈尔滨办事处经理，东

北大区总监，华北大区总监，建筑BU全国营销总监，全国销售部总监，营销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现担

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董晓丹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董晓丹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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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魏佳男女士：女，1983年1月出生，中国籍，大学本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AMP，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5年至今，在本公司先后担任大客户部经理、南京办事处经理、行业总监、产品线总经理、上海良信智

能电工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助理，现担任公司副总裁。

截至目前，魏佳男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魏佳男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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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

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邱艳女士：女，1984年3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中级审计师职称、中级经济师

职称。 2006年-2008年在上海怡世翔国际国运代理有限公司工作，任费用会计。 2008年至今在上海良信

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出纳、应收会计、审计专员、审计项目主管，现任审计部负责人。

截至目前，邱艳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0,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011%。 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邱艳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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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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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方燕女士：女，1977年8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 取得剑桥大学国际职业资格

证书、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00年8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先后担任财务部会计、财务

部核算科主任、审计部内审专员、现任证券事务代表。

截至目前，方燕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方燕女士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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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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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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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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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1年9月10日

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1年9月14日在良信公司三号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

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应出席本次会议表决的监事为3人，实际出席表决的监事为3人。 会议由监

事吴煜先生召集并主持。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及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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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监事一致同意选举吴煜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简历见附件），

任期三年，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5日

简历：

吴煜先生：男，1972年10月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1994－1997年在乐金电子（惠州）有限公司工作，历任设计工程师、设计室主管等。 1997―2008年在艾

默生网络能源有限公司工作，历任品质稽查室主任、采购工程部副经理、物料质量部总经理、外协管理部

总经理等。2008年至今在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历任采购中心总监、管理优化部总监、品质部

总监，专家委员会总监，现任质量及运营部总监。

吴煜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2,433,600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吴煜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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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

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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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会立案调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002706� � � � � � � � � � � �证券简称：良信股份 公告编码： 2021-082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

员换届完成暨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任期届满离任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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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召开了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任思龙先生、 樊剑军先生、陈平先生、丁发

晖先生、乔嗣健先生、何斌先生、黄艳女士、沈育祥先生、万如平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其中黄

艳女士、沈育祥先生、万如平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同意选举吴煜先生、金建芳女士为公司

监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的韩明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自公

司2021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同日，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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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议案，

同意聘任任思龙先生为公司董事长，聘任樊剑军先生、丁发晖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聘任程秋高先生为

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聘任陈平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李生爱先生、乔嗣健先生、张广智先生、董

晓丹先生、魏佳男女士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时止。

上述人员均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禁止任职的情

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任何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

2021年8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关于公司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关

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5）、《关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1-076）以及 2021年9月15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公

告编号：2021-080）。

第六届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

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

核无异议。 第六届监事会成员最近两年内未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

因任期届满，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葛其泉先生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产生后，不再担任公司独

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各相关专门委员会的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葛其泉先生未持有公司任何股份。

因任期届满，邵彦奇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但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

日，邵彦奇先生持有公司2,898,155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0.28%。

邵彦奇先生离任后的股份变动将遵循《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监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为公司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公司对其给予高度评价，并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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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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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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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9月14日（周二）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14日（周二）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4日9:15至9:25、9:30至

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14日9:15至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N区29栋五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董和玉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股125,298,7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9691%。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25,022,63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39.8810%；通过网络投票的

股东7人，代表股份27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81％。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31,550,5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0.0643%。 其中：通过现

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1,274,41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9.976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

表股份27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81％。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以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采取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选举董和玉先生、蔡亮发先生、王晶先生、孔治国先生、王鹏先生、曹洪

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葛永波先生、刘学生先生、何俊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选举陈丰山先生、苏海静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上述人员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选举董和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4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2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2选举蔡亮发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3选举王晶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4选举孔治国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5选举王鹏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6选举曹洪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选举葛永波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4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1%。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2选举刘学生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2.03选举何俊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1选举陈丰山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5,8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22%；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7,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5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02�选举苏海静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为125,026,8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比例为99.7830%；其中，

中小投资者同意股份数为31,278,6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的99.138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5,050,43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99.8018%；反对142,000股，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1133%；弃权106,3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0848%。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31,302,21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99.2130%；反对142,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4501%；弃权106,3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0.336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陈佳敏律师、宁雪伶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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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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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9月14日以

通讯与现场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五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会议当日以书面送达的方式向各位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本次会议推举董事董和玉先生主

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董和玉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 经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如下：

1．审计委员会：刘学生（主任委员）、何俊辉、孔治国；

2．战略委员会：董和玉（主任委员）、蔡亮发、王晶、孔治国、葛永波；

3．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葛永波（主任委员）、刘学生、曹洪；

4．提名委员会：何俊辉（主任委员）、葛永波、王鹏。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期间如有

委员不再担任董事职务，即自动失去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资格，并由接任的董事自动承继委员职务。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蔡亮发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佘培先生、曹洪先生、李明远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

同意聘任赵卫国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本次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曹洪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曹洪联系方式：电话028-83262759；传真028-83251560；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N

区29栋；邮箱zhengquan@scflyy.cn。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李艺蕾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即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李艺蕾联系方式：电话028-83262759；传真028-83251560；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广富路239号

N区29栋；邮箱zhengquan@scflyy.cn。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部审计制度〉的议案》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同意对公司《内部审计制度》进行修订。

表决结果：9名董事赞成，0名董事反对，0名董事弃权，0名董事回避。

具体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内部审计制度》（2021年9月修订）。

三、其他事项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上述聘任的人员

中，佘培、李明远、赵卫国、李艺蕾的简历附后。其他人员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1）。

四、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佘培、李明远、赵卫国、李艺蕾简历

佘培先生：197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大专学历。 1999年2月至2010年1月，先后

在绵阳富临精工机械有限公司、四川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人事行政部副

总监、副总经理等职务；2010年2月至2016年7月，在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工作，历任

行政部总监、总经理助理等职务；2016年8月至2018年10月，任公司董事及副董事长、四川富临蜜蜂出行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2016年8月至2020年4月， 任四川富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016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天府行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佘培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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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未发现有不适宜担任公司高管的其他情形。

李明远先生：1981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共党员，本科学历。 2002年7月至2015年1月，在

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公司及其所属企业工作，历任旅游公司安全科科长、长运建筑公司总经

理、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董办主任等职务；2015年1月至2018年3月，历任公司行政部部长、董办主任、总经

理助理等职务；2016年11月至今，任成都兆益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8年3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李明远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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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未发现有不适宜担任公司高管的其他情形。

赵卫国先生：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 2012年6月至

2019年5月，就职于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历任会计中心会计、科长；2019年5月至2021年6月，任公

司财务部副总监；2021年6月至今，任公司财务部总监。

赵卫国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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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未发现有不适宜担任公司高管的其他情形。

李艺蕾女士：1992年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已考取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15年4月

-2017年12月就职于四川富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任行政秘书；2018年1月起就职于本公司，历任财务会

计、证券事务专员；2021年9月起，任公司证券部副总监；2020年12月至今，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李艺蕾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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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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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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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9月14日以

通讯与现场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会议当日以书面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会议

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推举监事陈丰山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陈丰山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即自本次监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陈丰山先生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7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2)。

表决结果：赞成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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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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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于2021年9月13日在公司二楼会

议室召开，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周军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周

军先生将与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其任期与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四川富临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附件：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周军先生：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中级会计师。 2010年8月至2016年7月，任

公司股东代表监事；2016年8月至今，在公司审计部工作，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周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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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未发现有不适宜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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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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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概述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8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佳源创

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源创盛” )签署《关于收购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框架协

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拟将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给佳源创盛，股权转

让价款暂定为180亿元， 最终交易价格将以各方共同认可的具有证券业务资质的评估/估值机构出具的

资产评估/估值报告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框架协议，尚需

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2021年9月1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出售暨签署〈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46）。

二、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正在积极推进相关中介机构对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开展财务顾问、审

计、法律、评估/估值等各项工作，最终交易方案尚未确定。 公司将根据本次重大资产出售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最终方案、交易价格等尚需根据尽职调查、审计、评估/估值结果

等作进一步论证和沟通协商后最终确定，交易能否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二）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事项预计将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最终以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

为准。 公司将根据正式交易协议，判断是否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司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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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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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9月14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9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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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

月14日，9:15—9:25，9:30—11:30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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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4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

6901-01A单元。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磊先生

（7）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8�人、代表股份365,639,6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 48.7576� �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人，代表股份225,643,502� �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30.089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4人，代表股份139,996,19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8.6683％。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为：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6人，代表股份49,041,154� �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 6.5396�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人，代表股份872,502�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0.1163� � ％；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3�人， 代表股份48,168,6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4232％。

3、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加腾讯会议的形式召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

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议案1：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京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集团” ）直接持有公司224,771,000股A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29.97%，为公司控股股东。 京基集团作为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由非关联股东

审议通过。

①表决情况：

同意 140,865,3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 ％；反对3,300� �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9,037,8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3� ％；反对3,3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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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2：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经营托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因深圳市京基百纳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基百纳” ）属于公司控股股东京基集团（持股

比例29.97%）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联方的认定标准，上述签署《经

营托管协议》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京基集团作为关联股东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本议案由非关联股东审

议通过。

①表决情况：

同意 140,865,392�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77� ％；反对 3,300� �股，占出席

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23�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9,037,85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3� ％；反对3,300� �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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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议案3：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①表决情况：

同意 364,764,9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08� � ％；反对874,702�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9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 48,166,4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2164� ％；反对874,702� 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7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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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议案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颖甜、孔维维

3、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赖继红

4、结论性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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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九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88660� � � � �证券简称：电气风电 公告编号：2021-010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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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截至2021年9月13日， 本公司及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本年度已累计

收到政府补助款项人民币4,181.72万元，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补助

事项并划分补助类型， 截至目前公司收到的政府补助共计4,181.72万元均为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10.04%。

预计上述政府补助对公司2021年度净利润将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由于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 具体的会计处理以及对公司相关年度损益

的影响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9�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