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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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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迎宾南街7号院）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49,823,08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49,823,08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387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3877

（四）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吴佩芳女士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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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人，出席7人，卢远瞩先生因为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杨铠璘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4、 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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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720,861 99.9317 102,220 0.068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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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720,861 99.9317 102,220 0.068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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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720,861 99.9317 102,220 0.068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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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587,861 99.8430 235,220 0.157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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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720,861 99.9317 102,220 0.068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1年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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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587,861 99.8430 235,220 0.157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1年度薪酬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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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587,861 99.8430 235,220 0.157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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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587,861 99.8430 235,220 0.157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备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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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720,861 99.9317 102,220 0.068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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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股 149,587,861 99.8430 235,220 0.157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4：《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41,719,27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4,491,35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3,377,236 93.4886 235,220 6.5114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2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其中：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3,376,036 93.4864 235,220 6.5136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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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

6,569,381 96.5432 235,220 3.4568 0 0.0000

6

《关于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2021年薪酬的议案》

6,569,381 96.5432 235,220 3.4568 0 0.0000

10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6,569,381 96.5432 235,220 3.456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0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3.上述第4项、第6项、第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群、杨丽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效；

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信息披露

202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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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4月产销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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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21年4月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产量 销量

项目类别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27,115 12,853 82,734 35,170 135.24% 25,662 12,995 80,413 35,187 128.53%

-乘用车 26,487 12,120 80,735 33,767 139.09% 25,034 12,262 78,414 33,784 132.10%

-纯电动 17,405 9,837 56,788 28,055 102.42% 16,114 9,966 54,713 28,076 94.87%

-插电式混合动力 9,082 2,283 23,947 5,712 319.24% 8,920 2,296 23,701 5,708 315.22%

-商用车 628 733 1,999 1,403 42.48% 628 733 1,999 1,403 42.48%

-客车 327 609 1,149 1,236 -7.04% 327 609 1,149 1,236 -7.04%

-其他 301 124 850 167 408.98% 301 124 850 167 408.98%

燃油汽车 18,396 18,573 70,961 57,826 22.71% 19,572 18,814 68,966 57,895 19.12%

-轿车 5,201 1,986 19,292 9,783 97.20% 5,633 2,166 19,226 9,919 93.83%

-SUV 11,695 15,026 45,572 43,292 5.27% 13,004 15,073 44,611 43,209 3.24%

-MPV 1,500 1,561 6,097 4,751 28.33% 935 1,575 5,129 4,767 7.59%

合计 45,511 31,426 153,695 92,996 65.27% 45,234 31,809 149,379 93,082 60.48%

注：本公司2021年4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2.170GWh，本年累计装机总量约为7.428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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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113�债券简称：比音转债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股东谢秉政、冯玲玲、谢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股东谢挺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通知，

2020年2月26日至2021年5月6日期间， 信息披露义务人谢挺因自身资金需求减持上市公司股份， 以及

“比音转债”于2020年12月21日进入转股期，股本增加引起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截至2021年5月6日，信

息披露义务人谢秉政、冯玲玲、谢挺所持股份比例累计减少5.01%。 现将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谢挺

集中竞价 2020.02.26-2020.05.06 5,122,729 0.98

集中竞价 2020.06.01-2020.10.14 6,827,889 1.30

集中竞价 2021.04.14-2021.05.06 5,140,443 0.95

合计 17,091,061 3.23

注：1） 为保持可比性，2019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前的减持股数已按除权后数据调整列示；2）

2021年期间的减持比例系根据“比音转债”转股后的最新股本（即2021年5月6日股本）计算。

2、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当时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当前总股本比

例（%）

谢秉政

合计持有股份 216,172,000 41.25 216,172,000 39.7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54,043,000 9.9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16,172,000 41.25 162,129,000 29.84

冯玲玲

合计持有股份 19,652,000 3.75 19,652,000 3.6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19,652,000 3.62

有限售条件股份 19,652,000 3.75 0 0

谢挺

合计持有股份 39,304,000 7.50 22,212,939 4.0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22,212,939 4.09

有限售条件股份 39,304,000 7.50 0 0

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股份 275,128,000 52.50 258,036,939 47.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95,907,939 17.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5,128,000 52.50 162,129,000 29.84

注：1）为保持可比性，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已按除权后数据调整列示；2）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股

份（首发前限售股）于2019年12月解除限售后，谢秉政所持股份按照高管锁定股的相关规定执行。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情况未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未违反相关承诺，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4、根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谢秉政、冯玲玲、谢挺作为信

息披露义务人已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的《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三、备查文件

1、《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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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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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9:

15—9:25、9:30—11:30、1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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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工业区世盛路580号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4楼会

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

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进行表决。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冯明明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人，代表股份90,001,5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00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81,000,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67.5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9,001,4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501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2,197,5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31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19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83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4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12％。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类型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0,001,5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97,51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徐辉、王安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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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中洲特种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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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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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西安市临潼区秦陵东侧临潼生产基地二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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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0,464,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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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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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现场会议由董事长杜俊康先生主持，表决方式

符合《公司法》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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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黎凯雄先生、常虹先生，独立董事章击舟先生、汪金德先生、李成先生以通讯方式（腾讯会

议）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监事任庚女士以通讯方式（腾讯会议）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杨静源先生（代行）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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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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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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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0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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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1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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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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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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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度财务预算草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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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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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向控股子公司委托贷款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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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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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12、议案名称：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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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13、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金融类资产质押业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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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391,448 99.95 72,700 0.05 0 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47,991,448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2,400,000 97.06 72,700 2.94 0 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0 0.00 72,700 100.00 0 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2,400,000 10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独 立 董 事

2020年度述职报告的

议案

2,400,000 97.06 72,700 2.94 0 0.00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400,000 97.06 72,700 2.94 0 0.00

12

关于2021年度对外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2,400,000 97.06 72,700 2.94 0 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第6项、第12项议案属特别决议议案，已经现场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

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陕西索骥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军、乔晓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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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标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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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1年5

月7日在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126号新北洋行政办公楼七楼召开。会议应到职工代表80人，实到职工代

表76人。会议的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要求。会议由工会主席丛培诚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以

举手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同意选举张永胜先生、袁勇先生、丛培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附后），任期三

年。以上职工代表监事将与经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8日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张永胜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EMBA硕士学位。 曾任北洋集团研发工程

师，山东三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大区经理，北洋集团销售副经理，新北洋国内行业客户部部长、国内营销中心

副总经理、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市场总监、新北洋副总经理。 现任荣鑫科技董事长。

张永胜先生持有公司494,208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袁勇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程硕士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北洋集团技术科长、

技术开发部研究室主任；2002年12月就职于新北洋，曾任结构研究室主任、技术开发部副部长，数码科技总经

理，诺恩开创总经理，新北洋技术总监，荣鑫科技总经理。 现任新北洋首席技术专家，新北洋监事。

袁勇先生持有公司720,5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丛培诚先生：1966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政工师。 曾任北洋集团记录技术开发中心

支援部部长，2002年12月就职于新北洋，曾任制造事业本部副部长。 现任新北洋工会主席、总经理助理、安全

总监、综合管理部部长，新北洋监事。

丛培诚先生持有公司368,2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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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7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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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7日的交易时间，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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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7日9:15至15:00期间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126号新北洋行政办公楼七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丛强滋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06,435,88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6.0306%。 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1,250,09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2.2474%；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

代表共18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25,185,7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832％。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

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29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5,925,7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8986%。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06,174,6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2、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06,174,6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3、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06,183,1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75％；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4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4、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母公司2020年度净利润为191,379,508.00元，依据《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取10%的法定盈余公积金19,137,950.80元、5%的任意盈余公积9,568,

975.40元， 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691,282,189.80元，2020年度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853,954,771.60

元。

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2020年末总股本665,721,42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息

2.5元（含税）。上述分配方案共计派发现金股利166,430,355.25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度。由于公

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公司股本存在增加的可能。 公司最终以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总股本数量为基数进行现

金分红，分配比例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306,223,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713,1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71％；反对20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4％；弃权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5、审议并通过《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06,174,6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6、审议并通过《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306,174,6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7、审议并通过《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306,174,6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审议并通过《关于2021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8.1公司与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213,484,74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5％；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2公司与山东华菱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03,442,6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0％；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3公司与威海星地电子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213,484,74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05％；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55％；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4公司与南京百年银行设备开发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06,223,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5公司与北京华信创银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06,223,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6公司与厦门市益融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06,223,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7公司与江苏百年银行设备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06,223,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8公司与山东通达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03,430,5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60％；反对216,2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9公司与威海优微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06,203,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8.10公司与威海市泓淋电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经营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306,223,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其中，关联股东对本议案相关表决项已回避表决。

9、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6,174,6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48％；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5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664,5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313％；反对20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4％；弃权57,

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3％。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0、审议并通过《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1年－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6,223,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713,1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71％；反对20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4％；弃权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6,223,2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6％；反对204,100股，占出

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45,713,1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71％；反对204,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44％；弃权8,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5％。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丛强滋先生、陈福旭先生、曲斌先生、宋森先生、荣波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任期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2.1、选举丛强滋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3,990,78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3,480,6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2、选举陈福旭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3,990,781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3,480,6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3、选举曲斌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3,990,78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3,480,61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4、选举宋森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3,990,78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3,480,6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2.5、选举荣波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3,990,784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6754%。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3,480,61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51.1274%。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3、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曲国霞女士、姜爱丽女士、季振洲先生、钱苏昕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

期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3.1、选举曲国霞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4,068,78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7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3,558,6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51.297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3.2、选举姜爱丽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4,068,78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7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3,558,61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51.297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3.3、选举季振洲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4,068,785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7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3,558,61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51.297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3.4、选举钱苏昕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4,068,78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700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数23,558,61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股份总数）的51.2972%。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4、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王涛先生、刘俊娣女士、拾以胜先生、聂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代表监事张永胜先生、袁勇先生、丛培诚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 任

期期限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任期三年。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4.1、选举王涛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4,068,78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700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4.2、选举刘俊娣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4,068,781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700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4.3、选举拾以胜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4,068,782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700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4.4、选举聂瑞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数284,068,783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且为未累积的

股份总数）的92.7009%。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15、审议并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2,850,900股，占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301％；反对3,576,485股，占

出席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1％；弃权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500股），占出席会议

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表决结果：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胡家军律师、顾慧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

并出具了《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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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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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1年5月7日以

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9名。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审议并形成如

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的议案》

同意选举丛强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陈福旭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丛强滋

其他委员：陈福旭、宋森、荣波、季振洲（独立董事）、钱苏昕（独立董事）

（2）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曲国霞（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姜爱丽（独立董事）、季振洲（独立董事）

（3）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季振洲（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姜爱丽（独立董事）、钱苏昕（独立董事）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姜爱丽（独立董事）

其他委员：曲国霞（独立董事）、曲斌

以上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同意聘任宋森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同意聘任姜天信先生、荣波先生、孙建宇先生、秦飞先生、陈大相先生、刘丙庆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荣波

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王春涛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同意聘任荣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简历附

后。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126号

电话：0631-5675888、0631-5675777

传真：0631-5680499

电子邮件：snbc@newbeiyang.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审计部负责人的议案》

同意聘任杨小利女士为公司审计部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简

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并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同意聘任康志伟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简

历附后。

联系地址：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昆仑路126号

电话：0631-5675888、0631-5675777

传真：0631-5680499

电子邮件：snbc@newbeiyang.com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相关人员简历：

一、总经理简历

宋森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清华大学EMBA硕士学位。曾任山东省昌乐

县宝石城实业公司部门经理，山东三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工程师，北洋集团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程序设计员、

项目管理部副经理，新北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新北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兼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 现任

新北洋党委书记、董事、总经理。

宋森先生持有公司2,780,6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姜天信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程硕士，清华大学EMBA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曾任北洋集团工程师，新北洋结构研究室主任，技术开发部副部长，技术中心副主任兼研发部部长。 现任新北

洋常务副总经理。

姜天信先生持有公司1,498,5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荣波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硕士学位。曾任公

司研发部行政助理、项目管理部副部长、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总经理

助理。 现任新北洋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荣波先生持有公司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孙建宇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新北洋固件研究室副主任，

新北洋研发部副总工，国内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兼市场部部长，诺恩开创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新北洋生产

制造中心副总经理兼采购部部长，战略采购中心总经理兼采购总监，新北洋总经理助理兼战略采购中心总经

理、交付中心总经理。 现任新北洋副总经理。

孙建宇先生持有公司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秦飞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专学历，工程师。 曾任山东三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工

程师，新北洋国内销售中心业务二部副部长，业务三部部长，国内销售中心副总经理，国内销售中心总经理，

销售总监。 现任新北洋副总经理。

秦飞先生持有公司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陈大相先生：197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工程师。 曾任北洋集团技术开发中心工程

师、工艺研究室主任，新北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中试部部长、生产制造中心副总经理、金融设备业务部部长、

总经理助理、金融事业部总经理、副总经理、北美办事处总经理。 现任新北洋副总经理兼验证中心部长。

陈大相先生持有公司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丙庆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新北洋研究室主任、产品经理、技术

总监、荣鑫科技副总经理，现任荣鑫科技总经理。

刘丙庆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王春涛先生：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曾任兴威通信传输技术有限

公司工程师，北洋集团工程师；新北洋副总工程师。 现任新北洋总工程师。

王春涛先生持有公司228,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董事会秘书简历

荣波先生：1981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硕士学位。曾任公

司研发部行政助理、项目管理部副部长、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总经理

助理。 现任新北洋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

荣波先生持有公司20,000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四、审计部负责人简历

杨小利女士：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册税务师。 曾任三

星电子（山东）数码打印机有限公司经营支援IS科科长，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总经理

助理，威海新北洋荣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部长，公司财务中心副主任、审计部副部长。 现任公司审计部

部长。

杨小利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其配偶为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除此之外，与其

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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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五、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康志伟先生：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曾任新北洋国内营销中心办公室职员、总经

理办公室主管，苏州智通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副部长，威海新北洋荣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

公室副主任、主任，新北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副主任。 现任新北洋董事会办公室主任、证券事务代表。

康志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康志伟先生已取得了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符合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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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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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21年5月7日以现

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7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7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与会监事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永胜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

止，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8日

相关人员简历：

一、监事会主席简历

张永胜先生：1968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清华大学EMBA硕士学位。 曾任北洋集团研发工程

师，山东三星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大区经理，北洋集团销售副经理，新北洋国内行业客户部部长、国内营销中心

副总经理、国内营销中心总经理、市场总监、新北洋副总经理。 现任荣鑫科技董事长。

张永胜先生持有公司494,208股股份，除上述简历表述外，与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无任何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