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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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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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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5月7日（星期五）14：00

网络投票时间：（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7

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596�号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刘浩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298,574,802股，占上市公司总

股份的38.284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297,396,596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13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1,178,2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11％。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2,184,335股，占上市公司

总股份的0.280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 代表股份1,006,129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29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1,178,2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511％。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安徽天

禾律师事务所律师、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签字会计师列席了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因公务原因

未能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本次会议审议形成以下决议：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97,690,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反对838,40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8％；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99,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069％；反对838,

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827％；弃权46,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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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97,690,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反对838,40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8％；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99,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069％；反对838,

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827％；弃权46,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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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3.《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7,690,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反对884,50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96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99,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069％；反对884,

5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0.493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4.《2020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97,690,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反对838,40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8％；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99,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069％；反对838,

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827％；弃权46,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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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5.《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及支付2020年度报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7,690,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反对838,40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8％；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99,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069％；反对838,

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827％；弃权46,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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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6.《关于申请2021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7,690,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反对838,40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8％；弃权4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5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99,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069％；反对838,

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3827％；弃权46,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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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05％。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人数暨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6,935,8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4511％；反对1,636,923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548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545,41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9692％；反对1,636,

92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9392％；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916％。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97,690,29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7038％；反对836,406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2801％；弃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6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299,8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9.5069％；反对836,

40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8.2911％；弃权4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020％。

表决结果：该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9.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不含职工董事）的议案》，选

举刘浩、王浩、赵伟、陈小蓓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9.01选举刘浩先生为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27,30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57%，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6,84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7.4671%。

表决结果：刘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2选举王浩先生为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07,50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090%，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7,04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6.5607%。

表决结果：王浩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3选举赵伟先生为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77,514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325%，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87,04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9.7656%。

表决结果：赵伟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9.04选举陈小蓓女士为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27,51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57%，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37,05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7.4768%。

表决结果：陈小蓓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0.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方福前、李姝、

丁斌、周少元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上述四位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0.01选举方福前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07,60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091%，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7,1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6.5652%。

表决结果：方福前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2选举李姝女士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07,612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091%，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17,14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6.5654%。

表决结果：李姝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3选举丁斌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37,61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91%，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7,14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7.9388%。

表决结果：丁斌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0.04选举周少元先生为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37,6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91%，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7,1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7.9391%。

表决结果：周少元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不含职工监事）的议案》，选举吴

文祥、邓鸿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股东监事。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01选举吴文祥先生为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37,705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9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7,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7.9431%。

表决结果：吴文祥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11.02选举邓鸿女士为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297,437,7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99.6192%，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为：

同意1,047,24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的47.9434%。

表决结果：邓鸿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

公司在此向任职期间为公司作出重大贡献的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黄跃明先生、 张同祥先生、 余綯先

生，独立董事刘京建先生、陈结淼先生，第八届监事会主席袁卫东先生、监事罗文萍女士及裴文娟女士，

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磊、龙御天

3.结论性意见：

天禾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我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交所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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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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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4月26日以邮件或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5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本

次会议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刘浩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推选刘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简历见附件1），任期与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简历见附件

2）如下：

（1）刘浩先生、王浩先生、丁斌先生、赵伟先生、陈小蓓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

刘浩先生为召集人。

（2）方福前先生、丁斌先生、赵伟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方福前先生为召集人。

（3）李姝女士、周少元先生、裴文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李姝女士为召集人。

（4）周少元先生、李姝女士、王浩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周少元先生为

召集人。

以上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总会计师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聘任王浩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张同祥先生、余綯先生、梁红女士、王皓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刘

华生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简历见附件3），上述人员任期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聘任杨志春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聘任胡楠楠女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简历见附件4），任期与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选举董事长、董事会专业委员会组成人员，以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等事项发表

独立意见，认为上述人员符合任职资格、选举和聘任程序合法有效，同意选举和聘任结果。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附件1：董事长简历

刘浩，男，50岁，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EMBA，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历任合肥市热力公司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合肥市热力工程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院长、董事长，合肥热电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党委委员，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安徽百大合家

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周谷堆大兴农产品国际物流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宿州百大农

产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刘浩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

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附件2：董事会专业委员会成员简历

刘浩简历见附件1。

王浩，男，52岁，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历任合肥市财政局商贸科工作人员，合肥市国有资

产管理局商贸处副处长、处长（挂任安徽开元集团公司财务总监），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财政局局

长，合肥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办公室主任，合肥市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委员。 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王浩先生与持有本公司

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

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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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

任主体。

赵伟，男，52岁，中央党校大学学历，中共党员，会计师。 历任合肥市建设投资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经

理,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部长、融资部部长、副总经理、党委委员、董事，合

肥政务文化新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工会主席，合肥文旅博览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董事、工会主席。现任本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赵伟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陈小蓓，女，49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 历任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副

主任、办公室(党委办公室)主任、监事。 现任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兼任合肥建投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安徽省合肥联合发电有限公司董事,合肥

通航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合肥市大数据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合

肥高特佳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陈小蓓女士除担任公司控股股东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职务外，与其他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方福前，男，66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中共党员，教授。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师。现任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建霖健康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安德利百货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严牌过滤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亚翔系统集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本公

司独立董事。 方福前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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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

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李姝，女，50岁，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中共党员，教授。历任南开大学商学院会计系

教师。 现任南开大学商学院会计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博士后基金会评审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天津松江股份有限公司、天纺标检测认证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独立董事。 李姝女

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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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丁斌，男，58岁，研究生学历、管理工程硕士，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中共党员，副教授。历任合肥市经

济研究中心副科长，安徽德邦数据公司总经理，安徽天峰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合肥正业计算机公司总

经理，合肥汉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MBA中心副主任、EMBA中心主任、院长

助理。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容知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

上市公司）、欧普康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合锻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独立董事。 丁斌先生

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

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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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

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周少元，男，59岁，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与博士后，中共党员，教授。历任安徽大学法学院讲师、副院

长、党委书记。 现任安徽大学法学院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教授，合肥市仲裁委、蚌埠市仲裁委仲裁

员，中共阜阳市委法律顾问，安徽省人大立法咨询专家，安徽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北京德恒

（合肥）律师事务所律师，安徽安芯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太平洋电缆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

司）、本公司独立董事。周少元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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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裴文娟，女，53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历任合肥鼓楼商厦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

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总监、职工监事。 现任本公司职工董事、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 裴文娟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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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附件3：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王浩先生简历见附件2。

张同祥，男，47岁，研究生学历，EMBA，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历任公司采购经理、营运总监、董事，

淮南百大商厦有限公司董事长，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滨湖心悦城购物中心总经理，合肥百货

大楼集团蚌埠百货大楼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蚌埠百大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执行

董事。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张同祥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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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

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

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余綯，男，47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 历任合肥鼓楼商厦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部副部长，合肥百货大楼集团商业大厦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安徽百大合家福连锁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财务总监兼总会计师、董事长，安 徽百大易商城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合肥百大集团蚌埠合家福百

大超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现任安徽省台客隆连锁超市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空港百大启明星跨境电商

有限公司董事长，本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余綯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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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

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

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梁红，女，57岁，省委党校研究生学历，中共党员，高级经营师、高级政工师。历任公司采购中心总监、

营运总监、合肥鼓楼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安徽百大乐普

生商厦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安徽百大中央购物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执行董事、党委书记，公司总经

济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梁红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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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

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王皓，男，49岁，大学学历，中共党员，经济师、注册策划师。 历任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

限公司、合肥周谷堆大兴农产品国际物流园有限责任公司、宿州百大农产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宿州百

大置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合肥周谷堆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肥西丰沃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池州百

大农产品物流园有限责任公司董事，公司营运总监。 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皓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

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

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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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

体。

刘华生，男，44�岁，本科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正高级会计师。 历任安徽丰原集团有限公司会

计，安徽五星电器有限公司会计、财务主管，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副部长，巢湖城

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部长，合

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宿州百大农产品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董事、肥西丰沃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监事。 现任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融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城市通

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总会计师。 刘华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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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

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

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附件4：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简历及联系方式

杨志春，男，37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历任公司证券发展部办事员、部长助理、副部长，证券事务代

表。 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团委书记。 杨志春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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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

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

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联系方式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596号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502室

邮编：230031

电话：0551-65771035

传真：0551-65771005

邮箱：yangzhichun140484@163.com

胡楠楠，女，30岁，本科学历。历任公司证券事务部专员、主管、高级主管，证券事务部部长助理。现任

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胡楠楠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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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

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联系方式

地址：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596号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502室

邮编：230031

电话：0551-65771035

传真：0551-65771005

邮箱：hnn1003@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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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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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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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

于2021年4月26日以专人或电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监事， 会议于2021年5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

议形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经与会监事推举，会议由监事吴文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推选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本议案。

推选吴文祥先生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

吴文祥，男，52岁，大学学历、军事学学士，中共党员，一级检察官。 历任淮南市潘集区人武部政工科

正连职干事、副营职干事，南京军区安徽军事检察院副营职检察员、正营职检察员、副检察长，安徽预备

役师高炮团政委，肥东县人武部政委、县委常委，合肥市人民检察院副调研员，合肥市纪委监委副调研

员、四级调研员；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吴文祥先生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以上决议，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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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职工监事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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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障职工利益，促进公司规范运作，经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

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裴文娟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董事，李克敏女士当选为公

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职工董事与职工监事（简历见附件）将与公司2020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

董事会成员和监事会成员一起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附件：

职工董事简历：

裴文娟，女，53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 历任合肥鼓楼商厦有限责任公司人力资源部

长、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公司总经理助理、人力资源总监、职工监事。 现任本公司职工董事、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 裴文娟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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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

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职工监事简历：

李克敏，女，45岁，本科学历，中共党员，助理经济师。历任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部部长助理、副部长。 现任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部长、党委办

公室主任、经营户党支部支部书记，本公司职工监事。 李克敏女士与持有本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所规定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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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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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1年5月7日（星期五）下午14:45

②网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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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7日上午9:15至当日

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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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工业六路南玻集团新办公楼二楼一号会议室

⑤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⑥会议主持人：董事程靖刚先生

公司董事长陈琳女士由于公务原因不能主持本次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经半数以

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程靖刚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⑦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2、会议的出席情况

①出席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9人， 代表股份874,421,0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48%。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人，代表股份805,007,3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6.22%。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9人，代表股份69,413,66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26%。

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代表74人，代表股份130,209,6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4.24%。

②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人，代表股份69,356,4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2.26%。 其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

B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8人，代表股份69,356,4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26%。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48人，代表股份69,356,40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2.26%。

③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31人，代表股份805,064,64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6.22%。 其

中，A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0人，代表股份805,007,3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26.22%。 B股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人，代表股份57,2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的0.00%。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26人，代表股份60,853,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总股份的1.98％。

④出席或列席情况：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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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2、《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3、《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5、《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第九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

2021年4月15日公司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香港商报》及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文件。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彦忠、杜珊珊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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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南玻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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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股东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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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1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的预

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013），公司股东兼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

生拟在2021年2月8日至2021年8月7日期间， 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的股份不超过1,472,

666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3210%。 其中，杨明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的股份不

超过601,841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1312%；王战庆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公司的

股份不超过552,825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1205%；林先锋先生拟通过集中竞价的方式减持

公司的股份不超过318,000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693%。

公司于2021年2月18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披露了 《关于部分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减持数量过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32），截至2021年2月10日，王战庆先生和林先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数量已经过半，王战

庆先生共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319,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694%；林先锋先生共计减持公司股

份数量218,000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0474%。

公司于2021年5月7日收到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签署的《关于减持厦门盈趣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进展情况的告知函》，截至2021年5月7日，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本

次减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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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持股数量及拟减持股份数量调整情况

根据本次减持计划预披露情况，若计划减持期间公司有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本次

减持股份数量须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的调整。因公司已完成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的实施，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7股，故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披露时

的持股数量及拟减持数量须作相应调整，减持计划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具体调整情况如下表：

股东

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计划披露时

持股数量（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

不超过（股）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杨明 集中竞价交易 2,407,364 4,092,519 601,841 1,023,130

王战庆 集中竞价交易 2,211,300 3,759,210 552,825 939,803

林先锋 集中竞价交易 2,341,816 3,981,087 318,000 540,600

合计 — 6,960,480 11,832,816 1,472,666 2,503,533

二、股东减持情况

1、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含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而发生的股份变动）。

2、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3、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截至2021年5月7日，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和林先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时间已经过半，杨明先生、王

战庆先生和林先锋先生共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1,284,65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0.1644%）。 具体明

细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数量（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杨明 集中竞价交易 2021/02/09 301,750 41.702 0.0386%

王战庆 集中竞价交易

2021/02/08 165,580 39.802 0.0212%

2021/02/09 376,720 41.123 0.0482%

林先锋 集中竞价交易

2021/02/08 149,600 39.623 0.0191%

2021/02/09 187,000 40.658 0.0239%

2021/02/10 34,000 41.684 0.0044%

2021/04/26 50,000 41.654 0.0064%

2021/04/27 20,000 42.200 0.0026%

合计 — — 1,284,650 — 0.1644%

注：截至2021年5月6日，公司总股本为781,547,439股。上述减持数量、减持均价均已根据公司202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实施情况作相应调整。

4、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累计交易前

变化数量（股）

累计交易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杨明 4,092,519 0.5236% -301,750 3,790,769 0.4850%

王战庆 3,759,210 0.4810% -542,300 3,216,910 0.4116%

林先锋 3,981,087 0.5094% -440,600 3,540,487 0.4530%

合计 11,832,816 1.5140% -1,284,650 10,548,166 1.3497%

注： 上述持股数量及变化数量均已根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实施

情况作相应调整。

三、其他说明

1、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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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2、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

3、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

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在减持

计划实施期间，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杨明先生、王战庆先生及林先锋先生出具的《关于减持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计划进展

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05�月 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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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监事、内审负责人辞

职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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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

司董事长徐佳东先生，监事李杰女士、周春艳女士，内部审计负责人王小玉女

士的辞职报告。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部分董事辞职的情况

公司董事徐佳东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

书（代）、财务负责人（代）、战略委员会委员、提名委员会委员、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委员职务， 同时辞去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的一切职务。徐佳东先生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任董事职务，其中总经理职务自

辞职报告提交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其他职务在相关人员到任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部分监事辞职的情况

公司监事周春艳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周春艳女士辞

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辞职报告自新任职工监事上任之日起生效。

公司监事李杰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职务， 李杰女士辞职后

将继续在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环球易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担任绩效管理职

务，辞职报告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任监事上任之日起生效。

三、关于内部审计负责人辞职的情况

公司内部审计负责人王小玉女士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内部审计负责

人职务，王小玉女士辞职后将继续在公司任职，辞职报告自提交董事会之日起

生效。

公司将按照程序尽快完成相关人员的选举、聘任工作。公司对于徐佳东先

生、李杰女士、周春艳女士、王小玉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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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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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周春

艳于近日辞职，为保证监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公司于2021年5月7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

代表认真审议， 一致同意选举高丽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自新任职工监事上任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

止。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成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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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此公告。

跨境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八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高丽：女，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现任跨境

通宝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专员。 高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

高丽女士与上市公司或其控股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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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

入措施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的情

形， 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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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公司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高丽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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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陆侧交

通中心工程联检单位专项系统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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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参与了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新建航站楼

及陆侧交通中心工程联检单位专项系统（以下简称“项目” 、“本项目” ）的投标。 2021年5月7日，浙江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易平台公示了上述项目的中标候选人， 公司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

人，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陆侧交通中心工程联检单位专项系统

（二）招标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有限公司

（三）招标代理机构：浙江省建设工程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四）项目编号：E3300000001000708038001

（五）项目建设地点、项目内容：项目建设地点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内。项目内容包括联检单位专项

系统的供货及就位、调试、验收、售后服务等。

（六）投标报价：136,776,688.00元

（七）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计划工期：180日

（九）公示期：2021年5月7日至2021年5月10日

具体内容详见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交 易 平 台（http://www.zmctc.

com/zjgcjy/InfoDetail/?

InfoID=c9674967-9e4b-4647-acda-b65bb6a158a5&CategoryNum=004006002&lang=simplifie

d&devtype=android）的《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陆侧交通中心工程联检单位专项

系统[E3300000001000708038001]中标候选人公示》相关内容。

注：以上投标报价金额为含税金额。

二、项目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作为人工智能智慧口岸应用领域领先企业， 具有丰富的智慧口岸查验系统整体解决方案的成

功案例经验。 公司预中标本项目进一步彰显了公司在智慧口岸领域的综合实力和品牌竞争力。

本项目投标报价金额为136,776,688.00元 （含税）， 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主营业务收入934,

902,787.06元的14.63%，若公司签订正式项目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本项目尚处于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公司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公司尚未收到中

标通知书，亦未与招标人签署相关合同。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公司将

根据项目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三期项目新建航站楼及陆侧交通中心工程联检单位专项系统

[E3300000001000708038001]中标候选人公示》

特此公告。

盛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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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0800� � � � � � �债券简称：赛腾定转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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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监

事会将于2021年5月9日任期届满三年，鉴于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候选人、监事

会的候选人提名工作尚未完成，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相关工作的连续性

及稳定性，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将延期，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亦相应延期。

在新一届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完成之前，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监

事会、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相应的职责和义务。

公司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尽快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并及

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不会对公司正常运

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苏州赛腾精密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7日


