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披露

2021/3/6

星期六

B020

Disclosure

证券代码：600958� � �证券简称：东方证券 公告编号：2021-01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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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3月0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中山南路119号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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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32,392,61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773,785,03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58,607,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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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99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9.6614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0.8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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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现场会议、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的方式召开。 公司总裁金

文忠先生（代行董事长）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

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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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人，出席2人，非执行董事刘炜先生、吴俊豪先生、周东辉先生、李翔先生、夏晶

寒女士和许建国先生，独立非执行董事许志明先生、靳庆鲁先生、吴弘先生和何炫先生均因公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张芊先生、监事黄来芳女士、佟洁女士、刘文彬先生、尹

克定先生、吴正奎先生和职工监事周文武先生均因公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如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

公司的监票人员、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的见证律师以及高伟绅律师事务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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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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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707,439 99.9972 58,100 0.0021 19,500 0.0007

H股 58,607,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32,315,017 99.9973 58,100 0.0021 19,500 0.0006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2.01执行董事候选人宋雪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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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914,920 99.9686 852,119 0.0307 18,000 0.0007

H股 53,532,378 91.3404 5,075,200 8.659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26,447,298 99.7901 5,927,319 0.2093 18,000 0.0006

2.02执行董事候选人金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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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0,513,820 99.8821 2,243,119 0.0809 1,028,100 0.0370

H股 40,027,545 68.2976 18,580,033 31.7024 0 0.0000

普通股

合计：

2,810,541,365 99.2285 20,823,152 0.7352 1,028,100 0.0363

2.03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俞雪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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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46,620 99.9373 1,720,419 0.0620 18,000 0.0007

H股 55,148,778 94.0984 3,458,800 5.90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27,195,398 99.8165 5,179,219 0.1829 18,000 0.0006

2.04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刘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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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1,941,320 99.9335 1,825,719 0.0658 18,000 0.0007

H股 53,815,578 91.8236 4,792,000 8.1764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25,756,898 99.7657 6,617,719 0.2336 18,000 0.0007

2.05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周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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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64,120 99.9380 1,702,919 0.0614 18,000 0.0006

H股 55,148,778 94.0984 3,458,800 5.90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27,212,898 99.8171 5,161,719 0.1822 18,000 0.0007

2.06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程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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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46,620 99.9373 1,720,419 0.0620 18,000 0.0007

H股 55,148,778 94.0984 3,458,800 5.90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27,195,398 99.8165 5,179,219 0.1829 18,000 0.0006

2.07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志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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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046,620 99.9373 1,720,419 0.0620 18,000 0.0007

H股 55,148,778 94.0984 3,458,800 5.901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27,195,398 99.8165 5,179,219 0.1829 18,000 0.0006

2.08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许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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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712,439 99.9974 54,600 0.0020 18,000 0.0006

H股 58,607,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32,320,017 99.9974 54,600 0.0019 18,000 0.0007

2.09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靳庆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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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434,120 99.9873 332,919 0.0120 18,000 0.0007

H股 56,762,778 96.8523 1,844,800 3.147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30,196,898 99.9225 2,177,719 0.0769 18,000 0.0006

2.10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吴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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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2,702,339 99.9610 1,064,700 0.0384 18,000 0.0006

H股 58,607,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831,309,917 99.9618 1,064,700 0.0376 18,000 0.0006

2.11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冯兴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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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451,439 99.9880 314,100 0.0113 19,500 0.0007

H股 55,660,378 94.9713 2,947,200 5.028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29,111,817 99.8842 3,261,300 0.1151 19,500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3.01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张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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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050,091 99.7572 6,715,448 0.2421 19,500 0.0007

H股 51,166,839 87.3041 7,440,739 12.6959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818,216,930 99.4995 14,156,187 0.4998 19,500 0.0007

3.02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吴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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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050,091 99.7572 6,715,448 0.2421 19,500 0.0007

H股 51,166,839 87.3041 7,440,739 12.6959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818,216,930 99.4995 14,156,187 0.4998 19,500 0.0007

3.03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张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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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707,439 99.9972 58,100 0.0021 19,500 0.0007

H股 58,607,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32,315,017 99.9973 58,100 0.0021 19,500 0.0006

3.04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沈广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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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707,439 99.9972 58,100 0.0021 19,500 0.0007

H股 58,607,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32,315,017 99.9973 58,100 0.0021 19,500 0.0006

3.05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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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3,707,439 99.9972 58,100 0.0021 19,500 0.0007

H股 58,607,57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2,832,315,017 99.9973 58,100 0.0021 19,500 0.0006

3.06独立监事候选人夏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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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7,067,591 99.7578 6,700,448 0.2416 17,000 0.0006

H股 51,166,839 87.3041 7,440,739 12.6959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2,818,234,430 99.5001 14,141,187 0.4993 17,000 0.000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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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

执行董事候选人宋雪

枫

1,005,392,498 99.9135 852,119 0.0847 18,000 0.0018

2.02

执行董事候选人金文

忠

1,002,991,398 99.6749 2,243,119 0.2229 1,028,100 0.1022

2.03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俞

雪纯

1,004,524,198 99.8272 1,720,419 0.1710 18,000 0.0018

2.04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刘

炜

1,004,418,898 99.8168 1,825,719 0.1814 18,000 0.0018

2.05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周

东辉

1,004,541,698 99.8290 1,702,919 0.1692 18,000 0.0018

2.06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程

峰

1,004,524,198 99.8272 1,720,419 0.1710 18,000 0.0018

2.07

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任

志祥

1,004,524,198 99.8272 1,720,419 0.1710 18,000 0.0018

2.08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许志明

1,006,190,017 99.9928 54,600 0.0054 18,000 0.0018

2.09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靳庆鲁

1,005,911,698 99.9651 332,919 0.0331 18,000 0.0018

2.10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吴弘

1,005,179,917 99.8924 1,064,700 0.1058 18,000 0.0018

2.11

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冯兴东

1,005,929,017 99.9668 314,100 0.0312 19,500 0.0020

3.01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张芊

999,527,669 99.3307 6,715,448 0.6674 19,500 0.0019

3.02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吴俊豪

999,527,669 99.3307 6,715,448 0.6674 19,500 0.0019

3.03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张健

1,006,185,017 99.9923 58,100 0.0058 19,500 0.0019

3.04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沈广军

1,006,185,017 99.9923 58,100 0.0058 19,500 0.0019

3.05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佟洁

1,006,185,017 99.9923 58,100 0.0058 19,500 0.0019

3.06

独立监事候选人夏立

军

999,545,169 99.3324 6,700,448 0.6659 17,000 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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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林雅娜律师、王双婷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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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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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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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21年3月

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2月28日以电子邮件和专人送达方式发出，2021年3

月5日完成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12人，实际表决董事12人，有效表决数占董事

总数的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

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选举金文忠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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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人员如下：

1、战略发展委员会：宋雪枫（主任委员）、金文忠、程峰、许志明、朱静；

2、合规与风险管理委员会：金文忠（主任委员）、俞雪纯、程峰、任志祥、吴弘；

3、审计委员会：靳庆鲁（主任委员）、俞雪纯、周东辉、冯兴东；

4、薪酬与提名委员会：吴弘（主任委员）、刘炜、周东辉、靳庆鲁、冯兴东。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金文忠先生为公司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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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舒宏先生、张建辉先生、鲁伟铭先生、杨斌先生及徐海宁女士为公司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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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信息官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舒宏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负责公司信息技术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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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张建辉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财务总监为公司财务负责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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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风险官兼合规总监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杨斌先生为公司首席风险官兼合规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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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王如富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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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联席公司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王如富先生及方圆企业服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推荐的梁颖娴女士担任

联席公司秘书。

十、审议通过《关于委任香港联交所授权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委任宋雪枫先生、金文忠先生共同担任香港上市规则3.05条项下的公司授权代

表。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1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李婷婷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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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5日

附件：公司高管等人员简历

金文忠先生，中国国籍，1964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经济师。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

执行董事、董事长、总裁，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董事

长，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自1992年1月至1995年9月担

任万国证券发行部副经理、研究所副所长、总裁助理，自1995年10月至1997年12月担任野村证券企业

现代化委员会项目室副主任，自1997年12月至2010年9月担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自2016年3月

至2017年3月兼任证券投资业务总部总经理，自2010年9月起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总裁，自

2020年10月至2021年3月代为履行董事长、法定代表人职责，于2021年3月起担任公司董事长。

舒宏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学硕士，工程师。 现任公司副总裁、首席信息

官，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首席信息官，上海旗忠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董事。 自1993年1月至

1998年10月担任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电脑网络中心开发部经理， 自1998年10月至2004年3月

担任东方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信息技术中心负责人、总经理，自2001年12月至2014年4月担任公司总裁

助理兼信息技术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兼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信息技术总监兼总裁助理、营运总监

兼总裁助理、营运总监，于2014年4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于2019年6月起担任公司首席信息官。

张建辉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工商管理学硕士，会计师，经济师。 现任

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资金管理总部总经理，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金融控

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证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上海诚毅新能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自1994年3月至1998年3月

担任上海浦东发展银行主办科员；自1998年3月至2003年7月担任公司资金财务管理总部总经理助理；

自2003年7月至2015年6月历任公司辽宁管理总部副总经理、总经理，资金财务管理总部副总经理（主

持工作）、总经理；自2015年6月至2019年8月担任公司计划财务总部总经理；于2014年5月起担任公司

财务总监；于2015年7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于2020年8月起兼任公司资金管理总部总经理。

鲁伟铭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经济师。 现任公司副总裁兼固定收益业

务总部总经理、金融衍生品业务总部总经理，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自1994年7月至

1998年3月担任中国国泰证券有限公司交易部业务员、交易部经营处项目经理；自1998年3月至2014

年10月历任公司交易总部证券投资部职员、副总经理，证券投资业务总部业务董事，固定收益业务总

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副总经理（主持工作）；于2014年10月起担任公司固定收益业务总部总经

理，自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担任公司总裁助理，于2020年9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于2021年1月起兼

任公司金融衍生品业务总部总经理。

杨斌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 现任公司副总裁、首席风险官、合规总监

兼合规法务管理总部总经理，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东

方金融控股（香港）有限公司董事，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董事，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自1997年7月至1998年7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非银行金

融机构管理处科员， 自1998年7月至2004年3月担任上海证管办稽查处、 稽查局案件审理处副主任科

员、主任科员，自2004年3月至2007年2月担任上海证监局稽查一处、机构二处主任科员，自2007年2月

至2015年5月担任上海证监局机构一处副处长、期货监管处处长、法制处处长，于2015年6月起担任公

司首席风险官，于2015年7月起担任公司合规总监，自2017年8月至2020年4月兼任公司稽核总部总经

理，于2020年6月起兼任公司合规法务管理总部总经理，于2021年3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

徐海宁女士，中国国籍，1970年生，工商管理学博士，会计师。 现任公司副总裁、财富管理业务总部

总经理。 自1990年7月至1997年12月担任地质矿产部海洋地质综合研究大队财务科科员、计财科副科

长，自1997年12月至2001年10月担任上海海地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副总会计师，

自2002年3月至2007年5月担任通商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自2007年5月至2008年12月担任上海广和

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董事长， 自2010年6月至2011年1月担任上海海航大新华置业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自2011年1月至2011年8月担任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自2011年8月至2011年

12月担任上海大新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自2011年12月至2012年10月担任上海九龙山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常务副总裁， 自2012年10月至2014年10月担任公司销售交易总部副总经理 （主持工

作），于2014年10月起担任公司财富管理业务总部(原销售交易总部)总经理，自2017年9月至2021年3

月担任公司总裁助理，于2021年3月起担任公司副总裁。

王如富先生，中国国籍，1973年生，中共党员，工学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 现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联席公司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上海诚毅新能源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董事。 自2002年8月至2004年4月担任申银万国证券计划统筹总部综合计划专员、发展协

调办公室战略管理专员，自2004年5月至2005年10月担任金信证券规划发展部总经理助理、秘书处副

主任（主持工作），自2005年10月至2008年3月担任公司研究所证券市场战略资深研究员，自2008年3

月至2016年11月担任董事会办公室资深主管、主任助理、副主任、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于2014年

10月起担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于2016年11月起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于2019年11月起担任联

席公司秘书。

梁颖娴女士，中国香港，工商管理学士（会计学）、法律学士、法律硕士（国际企业及金融法），香港

特许秘书公会资深会员，特许公司治理公会(前称特许秘书与行政人员公会)资深会员，特许公认会计

师公会资深会员及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自2016年7月8日起担任公司联席公司秘书。梁女士目前为方

圆企业服务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前称信永方圆企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总监，在金融、会计及公司秘书

事务方面拥有逾10年经验。

李婷婷女士，中国国籍，1986年生，中共党员，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律职业资格，中级经济师。 李婷

婷女士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管理董事。自2011年8月至2012年7月担任北京

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2012年8月至今历任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管理主管、高级主管、资

深主管、董事，于2017年3月起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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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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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临时会议）于2021年3月

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2021年2月28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1年3月5日完成

通讯表决形成会议决议。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9人， 实际表决监事9人， 有效表决数占监事总数的

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选举张芊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务，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二、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副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选举杜卫华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副主席职务，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三、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监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聘任阮斐女士为公司监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四、 审议通过《关于独立监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经审议同意独立监事的津贴为每人每年10万元（含税）人民币。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履职手册〉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3月5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张芊先生，1974年生，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师。 现任公司股东代表监事、监事会主席，申

能(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上海申能能源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成都市新申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 自1996年7月加入申能（集团）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至2004年10月担任申能（集团）有限

公司综合管理部副主管、主管，自2004年10月至2006年1月担任上海申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融资产

部副经理、经理，自2006年1月至2007年2月担任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筹备组副组长，自2007年2月

至2009年8月担任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自2009年8月至2016年7月担任申能集团财务有

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于2015年9月起担任申能(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于2020年5月起担任申能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杜卫华先生，1964年生，中共党员，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副教授。 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副主席、工会主席，上海东方证券资本投资有限公司监事，上海东方证券创新投

资有限公司监事，上海东证期货有限公司监事，上海东方证券心得益彰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自1984年7

月至1998年6月担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师；自1998年6月至2017年5月担任公司营业部经理，经

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营运管理总部总经理，人力资源管理总部总经理；自2012年1月至

2015年8月担任公司总裁助理、职工代表监事；自2015年8月至2020年2月担任公司副总裁；自2018年3

月至2020年2月担任公司职工董事；于2020年1月起担任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于2020年2月起

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监事会副主席。

阮斐女士，1971年生，中共党员，金融学硕士研究生，高级会计师，高级经济师。 现任公司职工代表

监事、监事会秘书、监事会办公室主任、纪律检查室主任。自1997年1月至1998年6月担任中国华源集团

有限公司发展研究总部研究员，自1998年6月至2005年3月担任公司证券研究所研究员，自2005年3月

至2012年3月担任公司办公室主任助理、办公室副主任，于2012年3月起担任公司监事会秘书、监事会

办公室主任，于2012年12月起担任公司纪律检查室主任，于2021年3月起担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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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证券事务代表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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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杨柳女

士提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杨柳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证券事务代表职务，按照相关规定，上述辞

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杨柳女士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其他任何职务，所负责的

相关工作已顺利交接，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将尽快聘任符合任职资格的人员担任证券事务代表。

杨柳女士在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杨柳女士在任职

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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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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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王美凤女士提交

的书面辞职报告。 王美凤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王美凤女士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后，不会导致公司董

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对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和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影响。 王美凤

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王美凤女士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

董事会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完成公司董事的补选工作。

公司董事会对王美凤女士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月6日

证券简称：承德露露 证券代码：000848� � � � � � � � �公告编号：2021-008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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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3月4日收到董事丁兴贤先

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丁兴贤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丁兴贤先

生辞职后，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丁兴贤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

法定的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依法规范运作，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其辞职报告自送

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提名新的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截至目前，丁兴贤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丁兴贤先生担任公司董事期间的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河北承德露露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938� � � � � � � � � �证券简称：鹏鼎控股 公告编号：2021-010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月营业收入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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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之间接控股股东臻鼎

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臻鼎科技” ）为台湾地区上市公司，臻鼎科技需按照台湾证券

交易所相关规定，披露每月营业收入数据。 为使 A�股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的经营情况，本公

司亦将同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本公司营业收入。

本简报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或审阅，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敬请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2021年2月 合并营业收入为人民币157,214万元， 较去年同期的合并营业收入增加

172.10%。

特此公告。

鹏鼎控股（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6日

证券代码：603185 证券简称：上机数控 公告编号：2021-042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采购合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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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长单采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或“本合同” ）

●合同金额：2021年7月至2024年6月由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弘元新材” ）向对方采购原材料多晶硅料5.27万吨，按照当前市场价格测算，预计采购金额约为

55.34亿元（含税）。 双方约定，实际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故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生波

动，实际以签订的月度补充协议为准。

●合同生效条件及履行期限:�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履行期限自2021年7月

至2024年6月。

●本次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为采购合同,合同的签订有利于保障公司原材料的稳定供

应，合同中约定的采购量占公司多晶硅料采购总量的比例合理，符合行业特点，也符合公司的经营计

划。 本合同不会对公司的业绩造成直接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

1、本合同为长单合同，具体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最终实际的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产

生波动。 由于每年约定的采购数量存在波动，故每年的实际采购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对每年营业成本

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2、本次合同履行中，存在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因素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影

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面履行。

一、合同基本情况及审议程序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拓展单晶硅业务，产能逐

步扩大，在生产过程中对原材料的需求也逐步增加。 为充分保障原材料的供应，公司及下属全资子公

司弘元新材与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大全” ）就“多晶硅料” 的采购签订合

同，预计2021年7月至2024年6月采购数量为5.27万吨。

参照PVInfoLink最新公布的价格测算，预计合同金额约为2021-2024年55.34亿元（含税），不含

税为48.97亿元。 该金额仅为根据当前市场价格测算，实际以签订的月度补充协议为准。

公司于2021年3月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重大采购合同

的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本合同的标的为多晶硅料，预计2021年7月至2024年6月采购数量为5.27万吨。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1）公司名称：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3）住所：新疆石河子经济开发区化工新材料产业园纬六路16号

（4）法定代表人：徐广福

（5）注册资本：162500万元人民币

（6）经营范围：多晶硅、硅芯、硅片、光伏电池、光伏组件和光伏发电系统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

售,三氯氢硅、四氯化硅、氢氧化钠、盐酸、次氯酸钠的生产及销售,上述产品相关的生产技术咨询服

务；本企业生产经营相关的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须经国家专项审批的商品、技术，在取得相关许

可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许可证载明项目为准；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

的商品、技术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7）新疆大全为大全新能源（美股上市）下属子公司，大全新能源持有其99.6%股权，与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8）新疆大全最近一年（经审计的2019年度）的财务状况：资产总额91.08亿元，净资产33.33亿

元，营业收入24.26亿元，净利润2.47亿元。

三、合同主要条款

（一）合同双方

甲方：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弘元新材料（包头）有限公司

（二）合同金额

本合同采取月度议价方式进行，故金额暂未确定。本合同预计2021年7月至2024年6月采购多晶硅

料5.27万吨。 参照PVInfoLink最新公布的价格测算，预计合同总金额约为55.34亿元（含税）。

（三）结算方式

在每月《采购补充协议》签订后，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和条件向卖方支付具体采购订单对应的货

款。

（四）协议期限

2021年7月-2024年6月。

（五）定价规则

采取月度议价方式进行确定。

（六）违约责任

1、若甲方未按采购订单或本合同的约定交付货物，逾期一定时间仍不能交付的，视为甲方违反合

同，需向乙方支付逾期交货部分的违约金。

2、若乙方未按采购订单或本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付款，逾期一定时间仍不能付款的，视为乙方违

反合同，需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部分的违约金。

3、合同中任何一方的违约行为，守约方有权选择：（1）向违约方发出纠正违约通知书，违约方应

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并承担违约责任；（2）向违约方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书，双方权利义务关系

终止，并不免除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4、因不可抗力引起的单方违约，违约方不承担责任，但是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以及

报告情况等义务。

（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发生争议，由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当事人双方同意在原告方所在地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

（八）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经双方代表签字及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为长单采购合同，合同双方约定了2021年7月至2024年6月的采购数量，具体采购价格采取

月度议价方式。 参照PVInfoLink最新公布的价格测算，预计合同总金额约为55.34亿元（含税）。

公司于2019年拓展单晶硅业务，单晶硅产能逐步扩大，本次长单采购合同中约定的采购量占公司

多晶硅料采购总量的比例合理。 本次合同的签订，有利于保障公司原材料的稳定供应，符合公司的经

营计划，也符合行业特点，不会对公司的业绩造成直接影响。

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合同的履行而与合同对方形成

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一）本合同为长单合同，具体采购价格采取月度议价方式，最终实际的采购金额可能随市场价格

产生波动。 由于每年约定的采购数量存在波动，故每年的实际采购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对每年营业成

本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合同履行中，存在行业政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计因素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

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全面履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上机数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3月6日

证券代码：603912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1-027

转债代码：113597� � � � � � � � �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转股代码：191597� � � � � � � � � �转股简称：佳力转股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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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关于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日至本公告日期间，公司因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40,120股，股份总额由

216,951,400股变更为216,911,280股。 以下持股比例、 减持比例均按照公司当前总股本216,911,

280股计算。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安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乐集团” ）持有公司股票55,

192,8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216,911,280股的25.44%。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1年1月9日披露了《关于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1-008）， 安乐集团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 （含）6,507,000

股， 即合计减持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的股份。 其中， 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

169,000股，即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的股份；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338,000股，

即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2%的股份。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自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

易日后的6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自公告披露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在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股东持股数量或公司股份总

数发生变更的，减持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

截止2021年3月4日，安乐集团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2,169,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216,911,280股的1%，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完毕。

近日，公司收到安乐集团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结果告知函》。 现将有关减持情况公告如下：

一、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安乐工程集团有

限公司

5%以上非第一

大股东

55,192,800 25.44%

IPO前取得：40,0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15,192,800股

注：上表中，其他方式取得为2018年4月26日，经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公司总股本

15,03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10股转增4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及董监高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

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

间

（元/股）

减持总金

额（元）

减持完

成情况

当前持股

数量（股）

当前持

股比例

安乐工程集团

有限公司

2,169,

000

1%

2021/3/2

～

2021/3/4

集中竞价交

易

12.56 －

13.15

27,859,

332

已完成

53,023,

800

24.44%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设置最低减持数量和比例。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3/6

证券代码：603912� � � � � � � �证券简称：佳力图 公告编号：2021-028

转债代码：113597� � � � � � � � � �转债简称：佳力转债

转股代码：191597� � � � � � � � � �转股简称：佳力转股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比例达

到1%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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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内容：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安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乐集团” ）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将从

25.44%减少至24.44%。 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佳力图” ）于2021年3月5日收到

公司股东安乐集团发来的《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结果告知函》，安乐集团自2021年3月2日至2021年3月4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股份2,169,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即216,911,280股的1%。 现将其有

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基本信息

名称 安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北角英皇道510号港运大厦13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3月4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集合竞价

2021/3/2-2021/

3/4

人民币普通股 2,169,000 1%

合计 - - 2,169,000 1%

备注：

1、 该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3,023,8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4.44%，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一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4、上述“减持比例” 为占公司当前总股本216,911,280股的比例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投资者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安乐集团

合计持有股份 55,192,800 25.44% 53,023,800 24.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5,192,800 25.44% 53,023,800 24.44%

注：上述“占总股本比例” 为占公司当前总股本216,911,280股的比例。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本次减持计划：

安乐集团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不超过（含）6,507,000股，即合计

减持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3%的股份。 其中，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169,000股，

即不超过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的股份；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4,338,000股，即不超过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2%的股份。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自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

月内；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期间为自公告披露日起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在减持计划实施期

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回购等事项导致股东持股数量或公司股份总数发生变更

的，减持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进行相应的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2,169,000股已完成，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尚余4,338,

000股未完成。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